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 48家

销售机构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等 48 家销售机构协商一致，现决定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以下销售机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申购

模式）。现将具体销售机构及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销售机构及具体优惠方案 

序号 

 

机构名称 

 

费率优惠 

1.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天天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2.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蚂蚁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3.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众禄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4.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好买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5.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长量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6.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 

原申（认）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

（认）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



 

 

入） 

7.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若优惠

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优惠前申购费

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含定期定投，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 

8.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若优惠

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优惠前申购费

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不含认购、定期定投及转换转入） 

9.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同花顺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10.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利得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不

含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11.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陆金所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12.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虹点

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购费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

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

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 

13.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诺亚正行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14.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盈米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15.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认）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

（认）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

入） 



 

 

16.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联泰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17.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汇成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18.  

 
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

限公司 
 

原申（认）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

（认）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

入） 

19.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肯特瑞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20.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基煜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21.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原申（认）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

（认）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

入） 

22.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中正达广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23.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奕丰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24.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恒天明泽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25.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济安财富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26.  

 
方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方德保代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27.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苏宁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28.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东财证券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不

含定期定投，含转换转入） 

29.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汇林保大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含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30.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4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

喜鹊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用

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31.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中证金牛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32.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认）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

（认）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

入） 

33.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蛋卷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34.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中期国际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35.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原申（认）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

（认）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

入） 



 

 

36.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原申（认）购费率高于 0.6%的，享受费率 4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

（认）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

入） 

37.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凯石财富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38.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凤凰金信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39.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申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嘉实

财富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购费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

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不含认购、定

期定投及转换转入） 

40.  

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前海凯恩斯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含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41.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武汉伯嘉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42.  

和合期货有限公司 申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和合

期货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购费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

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定期定投，

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 

43.  

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

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中民财富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44.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

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腾安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不含转换转入） 

45.  

深圳前海财厚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4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

前海财厚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用

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46.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玄元保代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47.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和耕传承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48.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认）购费率最低享有 1 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植信基金公示为准。优惠前申（认）购费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含

定期定投和转换转入） 

注：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二、费率优惠内容、适用基金范围及费率优惠期限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0年11月30日起，投资者通过上述机构申（认）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仅限前端申购模式），最低优惠费率不低于1折，原费率为固定费率的，按固

定费率执行。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上述机构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述机构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开放

申（认）购当日起，自动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3、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上述销售机构官方网站或平台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费率情况，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管理的通过上述机构销售并处于正常

（认）申购期的基金，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以



 

 

及处于封闭期的基金。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上述机构的安排和规定

为准。上述机构有权不时调整该活动及费率优惠安排，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

变化，以上述机构网站或平台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4.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

日常的申购费率相同。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

告为准。 

5.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

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销售的基

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99 

网址：www.erichfund.com 

2、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3、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 

4、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5、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6、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6661 

网址：http://www.myfund.com 

7、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5095 

网址：www.fund.qianjing.com 

8、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1188 

网址：https://8.jrj.com.cn 

9、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10、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21-775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11、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12、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8-0707 

网址：www.hongdianfund.com/ 

13、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 http://www.noah-fund.com/ 

14、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 www.yingmi.cn 

15、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8-1016 

网址: www.fundhaiyin.com 



 

 

16、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466-788 

网址: www.66zichan.com 

17、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9-9059 

网址: www.hcjijin.com/ 

18、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8-8080 

网址: www.qiandaojr.com 

19、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18 

网址：http://kenterui.jd.com 

20、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务电话： 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21、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01-1566 

网址: www.yilucaifu.com/ 

22、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67-523 

网址：www.zzwealth.cn 

23、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4-0500 

网址：www.ifastps.com.cn 

24、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8-0618 

网址：www.chtfund.com 

25、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3-7010 

网址：www.jianfortune.com 



 

 

26、方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10-64068617  

网址：www.fundsure.cn 

27、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5-66996699 

网址：www.snjijin.com 

28、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7  

网址：www.18.cn 

29、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5-66046166 

网址：www.huilinbd.com/ 

30、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997-719 

网址：www.xiquefund.com 

31、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32、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755-83999907 

网址：www.jinqianwo.cn 

33、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59-9288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34、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62 

网址：www.cifco.net 

35、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1-8811 

网址：www.zcvc.com.cn 



 

 

36、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客服：400-820-2819 

网址: http://www.chinapnr.com/ 

37、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4000178000 

网址: www.lingxianfund.com 

38、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400-810-5919 

网址: www.fengfd.com 

39、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40、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4-8688 

网址：www.keynesasset.com 

41、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27-9899 

网站：www.buyfunds.cn 

42、和合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0-4882 

网址：http://www.hhqh.com.cn/ 

43、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6-5716 

网址: https://www.cmiwm.com/ 
44、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17(拨通后转1再转8) 

网址:www.txfund.com 

45、深圳前海财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286-800 

网站： www.caiho.cn 



 

 

46、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0-8208  

网址：www.licaimofang.cn 

47、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555671 

网址：www.hgccpb.com 

48、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02-123 

网址：www.zhixin-inv.com 

49、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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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

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

负”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

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