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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腾安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腾安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简称“腾安基金”）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腾安基金将自2019年1月24日起销售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 机构名称机构名称 基金代码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转换业务

1 腾安基金 000355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 腾安基金 000356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 腾安基金 000561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 腾安基金 000562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 腾安基金 000816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6 腾安基金 001573 南方互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7 腾安基金 001667 南方转型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8 腾安基金 001771 南方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9 腾安基金 001988 南方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10 腾安基金 001989 南方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11 腾安基金 002160 南方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2 腾安基金 002577 南方新兴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3
腾安基金 002906 南方中证500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A类
开通 开通

14
腾安基金 002907 南方中证500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C类
开通 开通

15 腾安基金 003161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6 腾安基金 003295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7 腾安基金 003476 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8 腾安基金 003612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9 腾安基金 003613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0
腾安基金 004069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1
腾安基金 004070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2 腾安基金 004224 南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3
腾安基金 004342 南方开元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4
腾安基金 004345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5
腾安基金 004348 南方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LOF）C类
开通 开通

26 腾安基金 004357 南方智慧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7 腾安基金 004429 南方文旅休闲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8
腾安基金 004432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9
腾安基金 004433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0 腾安基金 004555 南方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31 腾安基金 004556 南方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32
腾安基金 004597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3
腾安基金 004598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4 腾安基金 004625 南方高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5 腾安基金 004626 南方高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6
腾安基金 004642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7
腾安基金 004643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8 腾安基金 004702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9 腾安基金 004703 南方兴盛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0 腾安基金 004705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1 腾安基金 004706 南方祥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2 腾安基金 005059 南方安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3 腾安基金 005123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4 腾安基金 005397 南方安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5
腾安基金 005403 南方融尚再融资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6 腾安基金 005461 南方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7
腾安基金 005554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A类
开通 不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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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联接基金A类

48
腾安基金 005555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49 腾安基金 005691 南方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0 腾安基金 005742 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51 腾安基金 006476 南方原油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52 腾安基金 006517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53 腾安基金 006518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4 腾安基金 006585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5 腾安基金 006586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6 腾安基金 006587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7
腾安基金 202015 南方开元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58
腾安基金 202017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59 腾安基金 202211 南方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从2019年1月24日起，投资人可通过腾安基金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二、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投资人可与腾安基金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腾安基金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腾安基金
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
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腾安基金客服电话：95017转1转8

腾安基金网址：www.tenganxinxi.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风险提示：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
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3、投资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特此公告

  ��                                      

  ��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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