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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信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信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2019-06-14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签署的《招商基金旗下基金代
理销售年度框架协议》，自2019年6月14日起中信证券开始代理以下各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126 招商安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0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88 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0644 招商招金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0651 招商招金宝货币市场基金B

000758 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C

000809 招商招利1个月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000960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03 招商国企改革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31 招商安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49 招商中国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https://direct.cmfchina.com/ECService/ECLogin/login.jsp
/aboutUs
http://www.cmwachina.com/
/main/tjlc/tjlcsy/index.shtml
/help
/main/index/index.shtml
http://www.cmfchina.com/allfunds
http://www.cmfchina.com
https://direct.cmfchina.com/ECApp/ECHome/applicationGroups.jsp
http://www.cmfchina.com/zchd
http://www.cmfchina.com/qylc
/main/yljj/index.shtml
/main/index/index.shtml
/main/xxzx/index.shtml
/main/xxzx/gsgg/index.shtml


217022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314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017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103 招商康泰养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49 招商境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98 招商招福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2299 招商招福宝货币市场基金B

002317 招商睿逸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89 招商安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390 招商安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679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416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456 招商安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457 招商安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506 招商招盈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14 招商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515 招商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341 招商招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2520 招商招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2574 招商瑞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085 招商瑞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628 招商安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629 招商安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657 招商安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658 招商安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756
招商招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A

002757
招商招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C

002776 招商安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777 招商安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817 招商招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818 招商招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819 招商丰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820 招商丰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823 招商盛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824 招商盛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852 招商财富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



002994 招商招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995 招商招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000 招商丰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001 招商丰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004 招商睿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046
招商中国信用机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QDII)-人民币

003156 招商招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157 招商招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265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266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351 招商稳荣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352 招商稳荣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371 招商招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372 招商招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388 招商招益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3389 招商招益宝货币市场基金B

003404 招商稳盛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405 招商稳盛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416 招商财经大数据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38 招商招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439 招商招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440 招商招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448 招商招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452 招商招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453 招商招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454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455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537 招商招利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3538 招商招利宝货币市场基金B

003569 招商招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571 招商招琪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618 招商招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619 招商招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809 招商招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859 招商招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860 招商招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861 招商兴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862
招商兴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863 招商招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867 招商招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142 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143 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190 招商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191 招商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194 招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195 招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261 招商招禧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4262 招商招禧宝货币市场基金B

004266
招商沪港深科技创新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7017
招商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A

217016 招商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217019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17027 招商央视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1869 招商制造业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569 招商制造业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784 招商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32 招商丰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933 招商丰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332 招商金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333 招商金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383 招商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384 招商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427 招商添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428 招商添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473 招商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6474 招商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6629 招商鑫悦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630 招商鑫悦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1868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217012 招商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3、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 网址 客服电话

中信证券 www.cs.ecitic.com 95558

二、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销售机构基金业务规则等
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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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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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2019年年66月月1414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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