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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型基金 工银高端制造股票 工银研究精选股票 工银医疗保健股票 工银创新动力股票 工银国企
改革股票 工银战略转型股票 工银新金融股票 工银美丽城镇股票 工银新材料新能源股票 工银养老
产业股票 工银农业产业股票 工银生态环境股票 工银互联网加股票 工银聚焦30股票 工银新蓝筹股
票 工银文体产业股票 工银物流产业股票 工银前沿医疗股票 工银国家战略股票 工银沪港深股票
工银中国制造2025 工银工业4.0股票 工银智能制造股票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
混合型基金 工银核心价值混合 工银稳健成长混合 工银红利混合 工银大盘蓝筹混合 工银中小盘混
合 工银精选平衡混合 工银消费服务混合 工银主题策略混合 工银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量化策略混合
工银优质精选混合 工银保本3号混合 工银金融地产混合 工银信息产业混合 工银绝对收益混合发
起 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丰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丰收回报
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新焦点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现代服务业混合 工银新得
益混合 工银新得润混合 工银新增利混合 工银新生利混合 工银新增益混合 工银银和利混合 工银
新得利混合 工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 工银沪港深精选混合 工银新生代
消费混合 工银新能源汽车混合 工银聚福混合
债券型基金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工银添利债券 工银双利债券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 工银添颐债券 工
银纯债定期开放债券 工银信用纯债债券 工银产业债券 工银政府债纯债债券 工银信用纯债一年定
开债券 工银信用纯债两年定开债券 工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工银双债增强债券（LOF） 工银添
福债券 工银纯债债券 工银目标收益一年定开债券 工银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 工银瑞丰定开纯债债
券发起式 工银泰享三年理财债券 工银恒享纯债债券 工银瑞享纯债债券 工银瑞盈18个月定开债券
工银恒丰纯债债券 工银恒泰纯债债券 工银国债纯债债券 工银可转债债券 工银丰益一年定开债券
工银瑞盈半年定开债券 工银国债（7-10年）指数 工银丰淳半年定开债券发起 工银瑞利两年封闭
债券 工银丰实三年定开债券 工银瑞祥定开发起式债券 工银瑞景定开发起式债券 工银可转债优选
债券 工银添祥一年定开债券
货币型基金 工银货币 工银安心增利场内货币 工银薪金货币 工银现金货币 工银添益快线货币 工
银财富货币 工银安盈货币 工银如意货币
指数基金 工银沪深300指数 工银深证红利ETF联接 工银中证500指数 工银京津冀指数 工银中证传
媒指数分级 工银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 工银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工银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 深
成LOF 工银创业板ETF联接
ETF基金 工银上证央企ETF 工银深证红利ETF 创业板ET
QDII基金 工银全球股票（QDII） 工银全球精选股票（QDII） 工银国际原油(QDII-LOF) 工银香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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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盘人民币 工银香港中小盘美元 工银国际原油美元（QDII-LOF） 工银全球美元债人民币 工银全
球美元债美元 工银新经济混合人民币 工银新经济混合美元 工银印度基金人民币 工银印度基金美
元
短期理财 工银7天理财债券 工银14天理财债券发起 工银60天理财债券
风险等级评价体系
基金查询小工具 短期理财到期日查询 基金转换小工具 基金定投小工具 基金申购小工具 基金销售
机构一览表
当前位置：首页 > 基金产品 > 生态环境--基金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
构并进行费率调整的公告构并进行费率调整的公告

2018-09-13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连网金”）签署的基金销售
协议，大连网金自2018年9月13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见下表）：

序号序号 产品代码产品代码 基金名称基金名称

1 000045 工银产业债券A

2 000046 工银产业债券B

3 000074 工银信用纯债一年定开债券A

4 000077 工银信用纯债一年定开债券C

5 000078 工银信用纯债两年定期开放A

6 000079 工银信用纯债两年定期开放C

7 000184 工银添福债券A

8 000185 工银添福债券B

9 000195 工银保本3号混合A

10 000196 工银保本3号混合B

11 000236 工银月月薪定期支付A

12 000251 工银金融地产混合

13 000263 工银信息产业混合

14 000402 工银纯债债券A

15 000403 工银纯债债券B

16 000667 工银绝对收益混合发起A

17 000672 工银绝对收益混合发起B

18 000677 工银现金货币

19 000728 工银目标收益一年定开债券

20 000763 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

21 000793 工银高端制造股票

22 000803 工银研究精选股票

23 000831 工银医疗保健股票

24 000893 工银创新动力股票

25 000943 工银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A

26 000944 工银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B

27 000991 工银战略转型股票

28 001008 工银国企改革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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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001043 工银美丽城镇股票

30 001054 工银新金融股票

31 001140 工银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32 001158 工银新材料新能源股票

33 001171 工银养老产业股票

34 001195 工银农业产业股票

35 001245 工银生态环境股票

36 001320 工银丰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37 001409 工银互联网加股票

38 001496 工银聚焦30股票

39 001648 工银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

40 001649 工银工业4.0股票

41 001650 工银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A

42 001651 工银新蓝筹股票

43 001714 工银文体产业股票

44 001715 工银新焦点灵活配置混合A

45 001716 工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A

46 001717 工银前沿医疗股票

47 001718 工银物流产业股票

48 001719 工银国家战略股票

49 001720 工银新增利混合

50 001721 工银新增益混合

51 001722 工银银和利混合

52 001997 工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C

53 001998 工银新焦点灵活配置混合C

54 002000 工银新生利混合

55 002003 工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A

56 002004 工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C

57 002005 工银新得利混合

58 002006 工银新得益混合

59 002007 工银新得润混合

60 002233 工银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C

61 002379 工银香港中小盘人民币（QDII）

62 002386 工银中国制造2025

63 002387 工银沪港深股票

64 002594 工银现代服务业混合

65 002861 工银智能制造股票

66 003341 工银瑞盈18个月定开债券

67 003342 工银国债纯债债券A

68 003385 工银全球美元债人民币A（QDII）

69 003401 工银可转债债券

70 003643 工银国债纯债债券C

71 003752 工银如意货币A



72 003753 工银如意货币B

73 003931 工银丰实三年定开债券

74 004085 工银国债（7-10年）指数A

75 004086 工银国债（7-10年）指数C

76 005197 工银沪港深精选混合A

77 005198 工银沪港深精选混合C

78 005390 工银创业板ETF联接A

79 005391 工银创业板ETF联接C

80 005526  工银新生代消费混合

81 005699  工银新经济混合人民币

82 005939 工银新能源汽车混合A

83 005940 工银新能源汽车混合C

84 005943 工银聚福混合A

85 005944 工银聚福混合C

86 005945 工银可转债优选债券A

87 005946 工银可转债优选债券C

88 006002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A

89 006003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C

90 006004  工银添祥一年定开债券

91 164808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

92 164810 工银纯债定期开放债券

93 164811 工银京津冀指数A

94 164814 工银双债增强债券（LOF）

95 164824 工银印度基金人民币

96 164825 工银京津冀指数C

97 481001 工银核心价值混合A

98 481004 工银稳健成长混合A

99 481006 工银红利混合

100 481008 工银大盘蓝筹混合

101 481009 工银沪深300指数

102 481010 工银瑞信中小盘混合

103 481012 工银深证红利ETF联接

104 481013 工银消费服务混合

105 481015 工银主题策略混合

106 481017 工银量化策略混合

107 482002 工银货币

108 483003 工银精选平衡混合

109 485005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B

110 485007 工银添利债券B

111 485011 工银双利债券B

112 485014 工银添颐债券B

113 485019 工银信用纯债债券B

114 485105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A

115 485107 工银添利债券A



116 485111 工银双利债券A

117 485114 工银添颐债券A

118 485119 工银信用纯债债券A

119 486001 工银全球股票（QDII）

120 486002 工银全球精选股票（QDII）

121 487016 工银灵活配置混合A

122 487021 工银优质精选混合

 

投资者可以通过大连网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同时，大连网金将对所销售的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申
（认）购费进行调整。

一、定投业务提示、定投业务提示

  1、投资者通过大连网金办理定投业务，应遵循大连网金的具体规定。

2、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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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长期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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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二、费率调整二、费率调整

1、费率调整内容

自2018年9月13日起，投资者通过大连网金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的交易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大
连网金活动为准。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调整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大连网金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起，将同时遵循以上费率
调整内容。

 2、费率调整期限

以大连网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3、费率调整提示

（1）本次费率调整仅适用于本公司在大连网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
认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本次费率调整解释权归大连网金所有，有关费率调整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大连网金的有关公告,本公
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通过大连网金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按照大连网金的规定执行。

2、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层202室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层202室

法定代表人：樊怀东 

联系人：贾伟刚 

电话：0411-39027808 

传真：0411-39027835 

客户服务电话：4000-899-100 

网址：www.yibaijin.com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 号、甲5 号6 层甲5 号601、甲5号 7 层甲5 号701、甲5 号8 层甲5 号801、甲5 号9 层

file:///C:/Users/gyrx-kfgybjb15/AppData/Local/Temp/notesD0704F/www.yibaijin.com


甲5 号901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A座6-9层

法定代表人：郭特华

联系人：宋倩芳

电话：010-66583199

传真：010-66583111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网址：www.icbc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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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
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
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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