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 年 7 月 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基本面 50ETF（场内简称：基本面 50） 

基金主代码（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512750 

申购赎回代码 512751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 年 5 月 2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嘉实中证

锐联基本面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9 年 7 月 5 日 

赎回起始日 2019 年 7 月 5 日 

注：本基金将自 2019 年 7 月 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

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3.1 申购和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情况、市场变化以及投资者需求等因素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情况下对基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告。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

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份额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规定请参见相关公告。 

目前，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90 万份。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市场变化以

及投资者需求等因素，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与赎回的数量或比例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3.2 申购和赎回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0.5%的标准收取佣

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和赎回相关的事项 

（1）申购和赎回场所 

投资者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基金申购、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回代理

券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基金管理人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前公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并可依据实际

情况增加或减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并予以公告。 

（2）申购和赎回的原则 

a、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b、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c、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d、申购、赎回应遵守业务规则的规定。 

e、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且对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或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或登记结算机构相关规则及其变更调整，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申购和赎回的程序 

a、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或基金管理人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

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申购赎回清单的规定备足申购对价，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

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否则所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无效。 

b、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

则申购申请失败。如投资者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

或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申请失败。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出，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前不

得卖出和赎回；投资者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c、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基金份额、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的

清算交收适用相关业务规则和参与各方相关协议及其不时修订的有关规定。 

投资者 T 日申购成功后，登记结算机构在 T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

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 T+1 日办理申购当日未卖出基

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T+2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

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现金替代交收失败的，该笔申购当日

未卖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 T 日赎回成功后，登记结算机构在 T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 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分股现金

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T+2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不迟于 T+3 日办理赎回的深交所上市

的成份股现金替代的交付。 

如果登记结算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业务规

则和参与各方相关协议及其不时修订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基金管理人、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的程序以及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处理规则等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

应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介公告。 

（4）申购、赎回的对价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

价。赎回对价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

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

金份额数额确定。 

4 基金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一级交易商）包括：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1.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 

法人代表：杨德红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联系人：芮敏祺 

客服电话：4008888666 

网址：http://www.gtja.com 

2.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法人代表：王常青 

电话：（010）65183880 

传真：（010）65182261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http://www.csc108.com 

3.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

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

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人代表：何如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952 

联系人：李颖 

客服电话：95536 

网址：http://www.guosen.com.cn 

4.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人代表：霍达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636 

联系人：林生迎 

客服电话：4008888111、95565 

网址：http://www.cmschina.com 

5.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法人代表：陈共炎 

电话：010-83574507 

传真：010-83574807 

联系人：辛国政 

客服电话：400-8888-888 

网址：http://www.chinastock.com.cn 

6.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人代表：周杰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23219100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客服电话：95553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http://www.htsec.com 

7.  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法人代表：李梅 

电话：021-33388214 

传真：021-33388224 

联系人：陈宇 

客服电话：95523 或 4008895523 

网址：http://www.swhysc.com 



8.  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8 号 

法人代表：王春峰 

电话：(022)28451991 

传真：(022)28451892 

联系人：蔡霆 

客服电话：4006515988 

网址：http://www.bhzq.com 

9.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法人代表：周易 

电话：0755-82492193 

传真：0755-82492962(深圳) 

联系人：庞晓芸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http://www.htsc.com.cn 

10.  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6、10、

12、15、16 层 

法人代表：魏庆华 

电话：（010）66555316 

传真：（010）66555246 

联系人：汤漫川 

客服电话：400-8888-993 

网址：http://www.dxzq.net 

11.  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 号华远

华中心 4、5 号楼 3701-3717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 号华远

华中心 4、5 号楼 3701-3717 

法人代表：施华 

电话：(010)59355997 

传真：(010)56437013 

联系人：丁敏 

客服电话：95571 

网址：http://www.foundersc.com 

12.  长城证券股份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有限公司 16、17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法人代表：曹宏 

电话：(021)62821733 

传真：(0755)83515567 

联系人：金夏 

客服电话：4006666888、(0755)33680000 

网址：http://www.cgws.com 

13.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人代表：周健男 

电话：（021）22169999 

传真：（021）22169134 

联系人：刘晨、李芳芳 

客服电话：4008888788、10108998 

网址：http://www.ebscn.com 

14.  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61

层-64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61

层-64 层 

法人代表：何之江 

电话：021-38637436 

传真：021-58991896 

联系人：周一涵 

客服电话：95511—8 

网址：stock.pingan.com 

15.  申万宏源西部

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5 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5 室 

法人代表：李琦 

电话：0991-2307105 

传真：0991-2301927 

联系人：王怀春 

客服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16.  中泰证券股份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人代表：李玮 

电话：021-20315290 

联系人：许曼华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http://www.zts.com.cn/ 

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

的文件等信息，请参照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规定。若增加新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嘉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5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2019 年 7 月 5 日起，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

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6.1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 2019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上的《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亦可登陆本公

司网站（www.jsfund.cn）进行查询。 

6.2 有关本基金上市交易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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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