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量基金”)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1年7月23日起新增长量基金销售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1年 7 月 23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长量基金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认

购、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编

号 

基金代

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

务 

转换业

务 

是否参

加费率

优惠 

1 002988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2 003487 平安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3 004630 平安合信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4 004632 平安合意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5 004960 平安合泰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6 005077 平安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7 005127 平安合正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8 005750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9 005766 平安合瑞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10 005884 平安合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11 005895 平安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12 005896 平安合慧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13 005897 平安合颖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14 005971 平安惠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5 006016 平安惠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6 006222 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7 006264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8 006316 平安惠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9 006412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20 006544 平安惠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21 006889 平安惠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22 006987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C 类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23 006997 平安惠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24 007158 平安合盛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25 007196 平安惠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26 007447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27 007859 平安 5-10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8 007860 平安 5-10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9 007925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0 007953 平安惠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31 007954 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32 008594 平安合润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33 008595 平安惠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34 008596 平安乐顺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35 008597 平安乐顺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C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36 009053 平安合庆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37 009148 平安合聚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38 009166 平安合享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39 009306 平安惠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40 009453 平安合兴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41 009721 平安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2 009722 平安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3 010035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4 010048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I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5 010208 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46 010228 平安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类份

额)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47 010229 平安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D 类份

额)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48 011557 平安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

金(FOF)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49 011684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 204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

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50 012418 平安合进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51 012440 平安惠信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A 类份额） 

52 012441 平安惠信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53 012470 平安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4 012909 平安盈盛稳健配置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

基金（FOF）（A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55 012910 平安盈盛稳健配置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

基金（FOF）（C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注： 上表中同一产品不同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

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

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

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

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

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

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

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

释权归长量基金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长量基金。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

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长量基金决定和执行，

本公司根据长量基金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长量基金的活动公

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2899                                                 

网址：www.erichfund.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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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

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

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