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在代销渠道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对通过以下销售机构参与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开展费率优

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优惠活动时间 自 2021 年 2 月 10 日起，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二、适用范围 

上线产品 基金代码 基金合作销售机构名称 已开通业务 新增业务 费率优惠 

鹏扬汇利

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

金 A/C 

004585 (A

类)  

004586 (C

类)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申购、赎

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

资（以下简

称 “ 定

投”） 业务 

申购、定投

申购费率享

受 1 折 优

惠。适用于

固 定 费 率

的，按原费

率执行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

津）有限公司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定投申购费

率享受 1 折

优惠。适用

于固定费率

的，按原费

率执行 

上海朝阳永续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申 购 、 赎

回、转换、

定投 业务 

/ 

申购、定投

申购费率享

受 1 折 优

惠。适用于

固 定 费 率

的，按原费

率执行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鹏扬泓利

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

金 A/C 

006059 (A

类)  

006060 (C

类)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申 购 、 赎

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

资（以下简

称 “ 定

投”） 业务 

申购、定投

申购费率享

受 1 折 优

惠。适用于

固 定 费 率

的，按原费

率执行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定投申购费

率享受 1折

优惠。适用

于固定费率

的，按原费

率执行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申 购 、 赎

回、转换、

定投 业务 

/ 

申购、定投

申购费率享

受 1 折 优

惠。适用于

固 定 费 率

的，按原费

率执行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上海朝阳永续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三、重要提示 

1、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办理方式和费率计算以上述销售机构规定为准。基金的

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2、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上述销售机构的上述业务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四、咨询途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6-1188 

网址：8.jrj.com.cn 

2、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 699 7719 

网址：www.xiquefund.com 

3、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www.jjmmw.com 

4、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6-9988 

网址：www.zscffund.com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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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网址：www.xincai.com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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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0-5919 

网址：www.fengfd.com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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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7 

网址：www.18.cn 

http://www.fengfd.com/


11、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11-8718 

网址：www.wacaijijin.com 

12、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13、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8 

网址：www.antfortune.com 

14、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15、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99-200 

网址：www.yixinfund.com 

16、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95156 

网址：www.tonghuafund.com 

17、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788 

网址：www.66liantai.com 

18、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19、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20、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18（个人业务）；400 088 8816（企业业务） 

网址：fund.jd.com 

21、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99-100 

网址：www.yibaijin.com 

22、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18-518 

网址：danjuanapp.com 

23、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http://www.yibaijin.com/


客服电话：400-080-8208 

网址：https://www.licaimofang.cn 

24、上海朝阳永续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99-1888 

网址：www.998fund.com 

25、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26、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59013825 

网址：www.wanjiawealth.com 

27、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7-5666  

网址：www.amcfortune.com 

28、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68-6688 

网址：www.pyamc.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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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敬请投资人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