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代销渠道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1月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安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5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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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11月19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11月19日

暂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11月19日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限制申购 （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20000.00
明
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及定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安短债债券A

汇安短债债券C

汇安短债债券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519

006520

0065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
是
转入）业务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转
20000.00
入）金额（单位：元）

20000.00

20000.00

注：1、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1年11月19日起对单个基金账户通过本基金代销渠道对本基金日累计金
额超过20000.00元(不含20000.00元)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进行限制，如单个基金
账户通过本基金代销渠道日累计申请金额超过20000.00元，则单笔金额超过20000.00元的申请(若有)本基金
管理人有权拒绝，其余申请按金额从大到小进行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20000.00元限额的申请给予确
认，其余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针对单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仅有确认和不
予确认两种处理方式，不存在对单笔申请的部分确认。
2、自2021年11月19日起，在暂停本基金通过本基金代销渠道申请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本基金代销渠道申请累计金额20000.00 元(含20000.00 元)
以下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以及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3、本次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如下：
（1）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凌峰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40号院1号楼3层306室
电话：010-84489855-8011
网址：https://www.9ifund.com
（2）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超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1层103室
客服电话：95055-4
网址：www.baiyingfund.com
（3）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冠宇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区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236室
客服电话：400-819-9868
网址：http://www.tdyhfund.com/
（4）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楠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客服电话：400-159-9288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5）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4层401-2
客服电话：400-619-9059
网址：http://www.hcjijin.com/
（6）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芯蕊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
块新浪总部科研楼5层518室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网址：www.xincai.com
（7）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军辉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67
客服电话：4006-802-123
网址：http://www.zhixin-inv.com
（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客服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客服电话：95360
网址：http://www.nesc.cn/
（1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兆军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
客服电话：400-830-8003
网址：www.cgbchina.com.cn
（11）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01房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12） 洪泰财富（青岛）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赛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龙城路31号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5006户
客服电话：400-8189-598
网址：www.hongtaiwealth.com
（13）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3层307
客服电话：400-673-7010
网址：http://www.jianfortune.com/
（14）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峰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
期27层2716单元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https://www.harvestwm.cn/
（15）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言林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47号
客服电话：025-66046166转849
网址：www.huilinbd.com
（16）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骏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12号17号平房157

客服电话： 400 098 8511 (个人业务)400 088 8816 (企业业务)
网址：kenterui.jd.com
（17）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99室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18）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锋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客服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19）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https://www.noah-fund.com/
（20）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客服电话：95511 转 8
网址：http://www.stock.pingan.com
（21）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恩新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http://sd.citics.com/
（22）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 号26 号楼2 楼41 号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howbuy.com/
（23）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翔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500号30层3001单元
客服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24）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塘南街57号6幢221室
客服电话：400-032-5885
网址：http://www.leadfund.com.cn/
（25）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客服电话：400-820-2899
网址：http://www.erichfund.com/

（26）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弘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7层2704
客服电话：4001661188
网址：http://www.xinlande.com.cn/
（27）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光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3号
客服电话：0411-88891212
网址：网址无效
（28）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晓云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滨海浙商大厦公寓22413室
客服电话：010-59013895
网址：http://www.wanjiawealth.com/
（29）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舰正
注册地址：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513室
客服电话：4006997719
网址：www.xiquefund.com
（3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家进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154号
客服电话：95561/4008895561
网址：www.cib.com.cn
（31）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永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1105室
客服电话：021-50701082
网址：http://www.100bbx.com
（32）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钢
注册地址： 广陵新城信息产业基地3期20B栋
客服电话：400-021-6088
网址：https://www.gxjlcn.com/
（33）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科
注册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16层
客服电话：95510
网址：http://life.sinosig.com/
（34）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才殿阳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楼20层20A1、20A2单元
客服电话：400-6099-200
网址：http://www.yixinfund.com/
（3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客服电话：95555
网址：http://www.cmbchina.com/
（36）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强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1号903室
客服电话：952555
网址：http://www.ijijin.com.cn/
（3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客服电话：95595
网址：www.cebbank.com
（3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连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客服电话：95566
网址：www.boc.cn
（3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客服电话：95587/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40）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皓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
层1301-1305室、14层
客服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4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42）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客服电话：4008-909-998
网址：http://www.jnlc.com
（43）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雯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2719室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http://www.yingmi.cn
（44）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新章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众仁路399号运通星财富广场1号楼B座13、14层
客服电话：952303
网址：https://www.huaruisales.com/
（45）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其实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客服电话：95021/400-1818-188
网址：http://www.1234567.com.cn
（46） 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荣晖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白塔二南街18-2号B座601
客服电话：024-82280808
网址：http://www.024888.net/
（47）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
客服电话：95584、4008-888-818
网址：www.hx168.com.cn
（48）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欣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兰路277号1号楼1203、1204室
客服电话：400-6767-523
网址：https://www.zhongzhengfund.com
（49）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樊怀东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层202室
客服电话：4000-899-100
网址：https://www.yibaijin.com/#/
（5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滨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
客服电话：95519
网址：www.e-chinalife.com
（5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注册地址：中国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客服电话：95574
网址：http://www.nbcb.cn
（52）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虎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4至24层内10层1012
网址：http://www.taixincf.com
（53）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蓉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院6号楼712室
客服电话：010-66154828
网址：https://www.5irich.com/
（54）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超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西区4号楼1层103室
客服电话：95055-4
网址：www.baiyingfund.com
上述销售机构中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仅销售本基金A类份额，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瑞保
险销售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仅销售本基金A类、C类份额，其余
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A类、C类与E类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
示。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登陆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www.huianfund.cn或拨打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10-56711690进行相关咨询。
关于本基金恢复通过本基金代销渠道办理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本公司将另
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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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