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信达澳银新起点定期开放混合基金参加部分代销机构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旗下信达澳银新起点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5179）（以下简称“本基金”）将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起参加部分代销机构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适用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 申购费率优惠方案 

代销机构 优惠类型 申购费率优惠 委托方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交通银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渤海银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南商（中国）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恒丰银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银河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海通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信达证券公告为准 
网上交易、

手机交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网上交易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网上交易、

手机交易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平安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网上交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非现场交易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全部交易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网上交易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网上交易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中泰证券公告为准 网上交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兴业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 折 网上交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 折 网上交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华泰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华西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华信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五矿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联储证券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深圳众禄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诺亚正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天天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好买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蚂蚁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非现场交易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同花顺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联泰资产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展恒基金公告为准 非现场交易  

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非现场交易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长量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嘉实财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非现场交易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陆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利得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金斧子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盈米财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4折 全部交易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中证金牛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钱景财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晟视天下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万得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基煜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唐鼎耀华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新兰德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汇成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大泰金石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中民财富公告为准 网上交易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植信基金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肯特瑞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 均以喜鹊财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申购 均以一路财富公告为准 全部交易 

 

投资者通过以上方式申购指定基金时，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按表中所示

折扣进行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则按

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如代销机构已有申购费率优惠公告，以其机构

公告为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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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四、 业务咨询 

1、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18/0755-83160160 

网址：www.fscinda.com 

2、代销机构联系方式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41 www.cbhb.com.cn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8008302066/4008302066 www.ncbchina.cn/cn/index.html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95 www.hfbank.com.cn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898888/0931-96668 www.hlzqgs.com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4008888788 www.ebscn.com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001/021-95553 www.htsec.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11-8 stock.pingan.com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591-96326 www.gfhfzq.com.cn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0-961303 www.gzs.com.cn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9/4008888999 www.95579.com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45 www.stocke.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84 www.hx168.com.cn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4001840028 www.wkzq.com.cn/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206868 www.lczq.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www.jjmmw.com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licaike.hexun.com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773772 www.5ifund.com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zic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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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8000 www.myfund.com 

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769988 www.zscffund.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9217755 www.leadfund.com.cn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9302888 www.jfzinv.com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8909998 www.jnlc.com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88866 www.shengshiview.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0203 www.520fund.com.cn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8199868 www.tdyh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jijin.com 

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9282266 www.dtfunds.com 

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4008765716 www.cmiwm.com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02123 www.zhixin-inv.com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4000988511 kenterui.jd.com/;fund.jd.com/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业务规则及费率优惠

活动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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