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在招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在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投起点金额的公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投起点金额的公告
日期：2020-05-20　　字体大小：TTT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理财需求，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协商一致，自2020年5月20日起，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定投本
公司旗下基金，定投起点调整为10元（含）具体业务规则请以本公司及招商银行的相关规定和公
告为准。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代码 收费模式 基金全称

100016 前端收费
富国天源沪港深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17 后端收费
100018 前端收费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100019 后端收费
100020 前端收费

富国天益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21 后端收费
100022 前端收费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100023 后端收费
161005 前端收费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A类161006 后端收费
100025 前端收费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A类
100028 前端收费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B类
100026 前端收费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27 后端收费
519035 前端收费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36 后端收费
100029 前端收费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100030 后端收费
161010 前端收费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18 后端收费
100032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33 后端收费
100035 前端收费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00036 后端收费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100037 C类收费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00038 前端收费 富国沪深300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100039 前端收费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61014 前端收费
富国汇利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0050 前端收费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QDII)
100051 前端收费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00052 后端收费

100053 前端收费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161015 前端收费 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100055 前端收费
富国全球科技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100056 前端收费 富国低碳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17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00058 前端收费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00059 后端收费
007075 C类收费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61019 前端收费 富国新天锋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0060 前端收费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61 前端收费
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0066 前端收费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100067 后端收费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B类
100068 C类收费 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100072 前端收费
富国强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100073 C类收费
富国强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0029 前端收费
富国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0107 前端收费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08 后端收费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000109 C类收费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191 前端收费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92 C类收费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684 D类收费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
000220 前端收费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22 前端收费 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0139 前端收费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40 后端收费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000141 C类收费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683 D类收费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
000471 前端收费 富国城镇发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24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0634 前端收费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38 前端收费 富国富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000513 前端收费

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14 后端收费

161025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000810 前端收费 富国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812 C类收费 富国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841 前端收费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0843 C类收费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0880 前端收费
富国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19915 前端收费 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26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000940 前端收费 富国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48 前端收费 富国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27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161028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161029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银行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86 前端收费 富国文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68 前端收费 富国国家安全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49 前端收费 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45 前端收费
富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1347 C类收费
富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161031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工业4.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1371 前端收费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1030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01508 前端收费
富国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1510 C类收费
富国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1641 前端收费
富国绝对收益多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981 前端收费 富国收益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类
001982 前端收费 富国收益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1985 前端收费 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33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智能汽车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001827 前端收费
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02340 前端收费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93 前端收费 富国美丽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92 前端收费 富国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08 前端收费
富国睿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161035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003877 前端收费
富国久利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003878 C类收费
富国久利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161036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娱乐主题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003494 前端收费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C类

161037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高端制造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004183 前端收费 富国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38 前端收费
富国新兴成长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004737 前端收费
富国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4747 C类收费
富国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4460 前端收费
富国嘉利稳健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4674 前端收费
富国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A类



004675 C类收费
富国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C类

005176 前端收费
富国精准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5075 前端收费 富国研究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49 前端收费
富国成长优选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57 前端收费
富国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5517 前端收费
富国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5518 C类收费
富国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05472 前端收费
富国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005473 C类收费
富国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

005609 前端收费 富国军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39 前端收费 富国转型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07 前端收费 富国港股通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039 前端收费
富国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005760 前端收费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22 前端收费
富国大盘价值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5847 前端收费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32 前端收费
富国臻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5840 前端收费 富国产业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52 前端收费 富国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18 前端收费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179 前端收费 富国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016 前端收费 富国睿泽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77 前端收费
富国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55 前端收费 富国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7616 前端收费
富国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007617 C类收费
富国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00

007618 D类收费
富国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
类

005368 前端收费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9108 前端收费 富国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
民币份额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5

公司网站： www.cmbchina.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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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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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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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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