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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好买基金等机构为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好买基金等机构为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机构的公告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分享：
时间：2019年01月18日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机
构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9年1月18日起，上述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份额：003853，C类份额：005885；以下简称“本基金”），欢迎广大投资者申购。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好买财富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王诗玙
联系电话：021-36696840
 
2、公司名称：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7层2704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28号富卓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洪弘
联系人：文雯
联系电话：010-83363101
 
3、公司名称：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10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陈慧慧
电话：010-85650628
 
4、公司名称：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楼1501-1504室
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楼1501-1504室
法定代表人：陈洪生
联系人：梁云波                      
联系电话：0592-3122757
 
5、公司名称：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110-134号富中国际广场1栋20层1、2号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110-134号富中国际广场1栋20层1、2号
法定代表人：王荻
联系人：肖鑫            
联系电话：0851-88405606
 
6、公司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801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4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徐丽平                     
联系电话：0755-3322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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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文二西路1号903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18号 同花顺大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吴强                       
联系电话：0571-88911818
 
8、公司名称：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15-1号邮电新闻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李晓芳                         
联系电话：010-59601366
 
9、公司名称：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701内09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701内09室
法定代表人：叶精一
联系人：张林                    
联系电话：010-85594745
 
10、公司名称：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13号楼A座9层90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浦项中心A座9层04-08
法定代表人：聂婉君
联系人：李艳                     
联系电话：010-59497361

 
11、公司名称：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A座2208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奥北科技园-国泰大厦9层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吕晓歌                    
联系电话：18301300569
 
12、公司名称：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236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9号A座1505室
法定代表人：张冠宇
联系人：王丽敏                
联系电话：010-85932810
 
13、公司名称：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6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路盛世龙源10号
法定代表人：于龙
联系人：吴鹏                       
联系电话：010-56075718
 
14、公司名称：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8号40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4楼
联系人：毛林
电话：021-80133597
传真：021-80133413
 



15、公司名称：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5层51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5层518室
法定代表人：李昭琛
联系人：李唯                        
联系电话：010-62675369
 
16、公司名称：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142号14层1402办公用房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18号院18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旭
联系人：汪莹
联系电话：010-58160084
 
17、公司名称：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座 3 层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兰敏                       
联系电话：021-52822063
 
18、公司名称：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615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昆明路518号北美广场A1002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吴笛                         
联系电话：021-6537-0077 
 
19、公司名称：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台北路17-19号环亚大厦B座601室
办公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台北路17-19号环亚大厦B座601室
法定代表人：陶捷
联系人：陆锋                     
联系电话：027-83863742
 
20、公司名称：北京恒宇天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区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88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滨河路乙1号航星园8号楼9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王东                       
联系电话：010-58936900
客服电话：400-188-8848
公司网站：https://www.1314fund.com/
 
21、公司名称：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2号裙房2层222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2号裙房2层222单元
法定代表人：郑毓栋
联系人：陈铭洲                  
联系电话：010-65951887
客服电话：400-618-0707
公司网站：http://www.hongdianfund.com/
 
22、公司名称：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021-20665952
 
23、公司名称：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路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01-1203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邱湘湘                       
联系电话：020-89629099
 
24、公司名称：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康宁街互联网金融大厦6层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康宁街互联网金融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王璇
联系人：胡静华                       
联系电话：0371-55213196
 
25、公司名称：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A座17楼1704室
法定代表人：TEO WEE HOWE
联系人：叶健
联系电话：0755-89460507
 
26、公司名称：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A座5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沈晨
联系电话：010-59336544
 
27、公司名称：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0号7层05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楼27层
法定代表人：弭洪军
联系人：郭斯捷                       
联系电话：021-33357030
 
28、公司名称：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5号岗厦皇庭中心8楼E
法定代表人：高锋
联系人：廖嘉琦                       
联系电话：0755-82880158

 
二、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  转换、基金定投等业务，相关规则遵照代销机构

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2、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1188



公司网址：www.8.jrj.com.cn
 
3、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20-0022
公司网址：www.licaike.hexun.com
 
4、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180808
公司网站：www.xds.com.cn
 
5、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851-88235678
公司网站：www.urainf.com
 
6、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公司网站：www.jjmmw.com/

 
7、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73772
公司网站：www.5ifund.com
 
8、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8000
公司网站：www.myfund.com
 
9、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68586
公司网站：www.igesafe.com
 
10、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6-9988
公司网站：www.zscffund.com

 
11、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011566
公司网站：https://www.yilucaifu.com
 
12、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9868
公司网站：www.tdyhfund.com
 
13、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02-123
公司网站：www.zhixin-inv.com
 
14、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8-1016 
公司网址：www.fundhaiyin.com
 
15、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公司网站：www.xincai.com
 
16、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0-5919



公司网站：www.fengfd.com
 
17、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788
公司网站：www.66liantai.com
 
18、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537-0077
公司网站：www.jiyufund.com.cn
 
19、北京恒宇天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8-8848
公司网站：www.1314fund.com/
 
20、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8-0707
公司网站：www.hongdianfund.com
 
21、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79899
公司网站：www.buyfunds.cn
 
22、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23、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站：www.yingmi.cn
 
24、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55-5671
公司网站：www.hgccpb.com
 
25、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4-0500
公司网站：www.ifastps.com.cn
 
26、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09-998
公司网站：www.jnlc.com
 
27、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6-5716
公司网站：www.cmiwm.com
 
28、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48688
公司网站：www.keynesasset.com
 
29、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6-135-888
公司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



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
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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