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道

机构代码

销售机构

代销的基金产品

转换业务

后端收费

网银优惠活动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8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中证
500A/C、全球医疗（￥&$）、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港股通专注
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文体娱乐
4折：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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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
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
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季季红、多元
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
A/C、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恒
生指数、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鑫
保本、6月红添利、盈安保本、精准医疗A、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环境治理A/C、新睿精选A
、中证互联网医疗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
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美元债（￥&$）A/C、理财60天A/B
、添福吉祥、全球医疗（￥&$现汇）、中证500A/C、盈润A/C
、弘安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
A/C、价值创造、安鑫智选、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中
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
、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全球
消费（$&￥）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定期定额产品

定投金额

普通定投：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
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
会责任、逆向、贵金、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
A、美丽30、消费、移动互联、外延增长、高端制造

扣款时间

扣款频率

每月首个
工作日

按月
（补扣且跨月补
扣）

2018.4.27-2019.3.3，通过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申购享费率优惠，具体折
扣以工商银行为准：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消费行业

开通

未开通

网站

客服电话

http://www.icbc.com.cn

95588

http://www.abchina.com

95599

http://www.ccb.com

95533

http://www.boc.cn

95566

http://www.bankcomm.com

95559

http://www.cmbchina.com/

95555

8折（不低于0.6%）：高端制造、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
疗（￥&$现汇）、盈润A/C、中证港股高息A/C、港股通专注成长、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文体娱乐

2018.4.1-2019.3.31，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
个人电话银行申购，8折（目前代销产品除弘安外）

2018.5.10-2019.3.31，通过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申购享费率优惠，具体
折扣以工商银行为准：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深300ETF联接
、双利A、社会责任、高息债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互联网医疗A、国
企创新、年年利A、安中指数、纯债、恒生、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
长多因子、6月红、实业债A、多元收益A、民营活力、价值精选、策略
回报、优势精选、民营新动力、环保行业、医药保健、可转债A、逆向
、医疗服务、贵金、上证、增强收益A、季季红、新兴消费、安鑫A、美
元债（$现汇）A、中证精准医疗A、中证港股高息A、香港优势、年年泰
A、盈稳、美元债（￥）A、中证中药、中证生物科技A、新睿A、添福吉
祥、美丽30、全球医疗（￥&$现汇）、高端制造、上海国企ETF联接、
港股通专注成长、盈润A、绝对收益、盈安、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沪
港深大盘价值、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盈鑫、多策略、中证500A

定投优惠活动

100元
基智定投：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
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
会责任、逆向、贵金、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
A、美丽30、消费、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
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

定时定额或
定时不定额

按月

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通过
工行基金定投业务定投，8折（不低于0.6%）：均衡、蓝筹、焦点
、深300ETF联接、双利A、社会责任、高息债A、中证中证环境治理
A、中证中证互联网医疗A、国企创新、安中指数、纯债、添富通A
、恒生、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
接、实业债A、多元收益A、民营活力、价值精选、策略回报、优势
、民营新动力、环保行业、医药保健、消费行业、可转债A、逆向
、医疗服务、贵金、上证、增强收益A、新兴消费、美元债（￥
&$）A，中证精准医疗A、香港优势、盈稳、中证中证中药A、中证
中证生物科技A、新睿A、添福吉祥、美丽30、全球医疗（￥&$）、
高端制造、上海国企ETF联接、盈润A、盈安、全球移动互联、沪港
深新价值、盈鑫、中证500A

2018.10.8-10.16，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8折（不低于
0.6%）：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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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

货币A/B、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
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
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
、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
A/C、优势、移动、环保、外延、成长多因子、盈安保本、多
策略定开、盈稳保本、年年利、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年
年丰A、增强收益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战略配售、创
新医药、绝对收益

建设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民营活力
、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
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
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
年年利、美丽30、安心中国债A/C、移动互联、环保行业、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沪港深新价值、盈稳保本、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
精选A/C、全球互联、绝对收益、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
福吉祥、全球医疗（￥&$）、盈润A/C、盈润A/C、港股通专注
成长、增强收益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沪港深大盘价值
、高端制造、和聚宝、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
、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

中国银行

优势、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
保健、双利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
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心中国债
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绝对收益、高端制造、
年年丰A/C、添福吉祥、焦点、全球医疗（￥&$现汇）、中证
500A/C、盈润A/C、弘安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
注成长、增强收益A/C、价值创造、和聚宝、行业整合、民安
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价值多因子、智能制
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A/C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
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
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盈
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沪港深新价值、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
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中药A、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
制造、绝对收益、年年益A/C、增强收益A/C、中证环境治理
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A/C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
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
、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
、6月红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沪港深新价值、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环境治理A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证中药A/C
、全球互联、绝对收益、高端制造、年年丰A/C、美元债
（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
润A/C、弘安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
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现金宝
（通过招赢通购买）、和聚宝、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
能源车A/C、创新医药

开通

未开通

2018.1.12-2018.12.31，网银、掌上银行，7折：蓝筹、深300ETF联接
、双利A、社会责任、高息债A、年年利A、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
多因子、6月红添利A、实业债A、多元收益A、民营活力、价值精选、策
略回报、优势精选、环保行业、医药保健、消费行业、可转债A、逆向
、贵金、上证、增强收益A、季季红、新兴消费、年年丰A、中证精准医
疗A、香港优势、盈稳、新睿、美丽30、高端制造、盈安、多策略

盈稳、盈安、新兴消费、消费、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添富
通货币A、环保、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因子、医药保健、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换债A、深
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精准医疗A、恒生、优
势、蓝筹、价值、货币A/B、贵金、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创新
医药

300元
（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100元）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
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沪港深新价值、中证生物科技A、添福吉祥、全球医疗（￥&$）、盈
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逆向、消费、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移动互联、环保、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
消费ETF联接 200元
全球医疗$ 200美元））

2018.1.12-2018.12.31，定投申购成功扣款一次后，从第二次开始
定投扣款费率5折：蓝筹、深300ETF联接、双利A、社会责任、高息
按月
债A、年年利A、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6月红添利A、
（3个工作日内补
实业债A、多元收益A、民营活力、价值精选、策略回报、优势精选
扣，跨月不补扣
、环保行业、医药保健、消费行业、可转债A、逆向、贵金、上证
。）
、增强收益A、季季红、新兴消费、年年丰A、中证精准医疗A、香
港优势、盈稳、新睿、美丽30、高端制造、盈安、多策略

8折：6月红添利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网银、电话、手机银行：
（上证、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A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7折优惠（不低于0.6%）

网银8折优惠，手机银行6折优惠（不低于0.6%）：
优势、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策略、上证、民营活力、医药保健、
香港优势、双利、贵金、逆向、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心
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
医疗A、盈鑫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上海国企ETF、新睿精选A、
高端制造、焦点、绝对收益、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
现汇）、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
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
2018.4.15起，申购3折：移动互联

优势、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
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
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
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焦点、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现汇）、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
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民营活力、香港优
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8、可转债A、贵金、深300ETF联接
、逆向、多元收益 8折优惠

网银8折/手机银行6折优惠（不低于0.6%）：
优势、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策略、上证、民营活力、香港优
势、医药保健、双利、贵金、逆向、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
债、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沪港深大盘价值
100元
（全球医疗$现汇 200美元）

网银8折，手机银行8折：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新睿精选A、高端制造
、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现汇）、盈润A/C、民
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

2018.10.8-10.16，网银8折、手机银行6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2017.8.17起，焦点8折优惠（不低于0.6%）

8折：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上证、价值、策略、民营
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A、贵金、
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
、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沪港深新价值、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环境治理A、
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

网银、手机8折：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沪港深新价值、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
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互联
网医疗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年年利
多策略 1折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前、后
端）、价值（前、后端）、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
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
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
开通：蓝筹、价值（2010年8月12日 2018.10.8-10.16，网银、手机银行1折：绝对收益
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
起执行）
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2018.10.1-2019.3.31，手机银行1折：增强收益C、可转债A/C、理财30 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沪港深新价值、盈稳保
天A、深300ETF联接、双利A、社会责任、实业债A/C、理财7天A、高息 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
债A/C、理财60天、多元收益A/C、理财14天A、国企创新、安中指数、 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
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正主要消费ETF联 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接、民营活力、策略回报、民营新动力、环保行业、医药保健、消费行
业、逆向投资、医疗服务、上证、新兴消费、香港优势、年年利C、盈
稳、美丽30、高端制造、上海国企ETF联接、优选回报A、绝对收益、盈
安、年年益A/C、全球互联、智能制造、沪港深新价值、6月红C、创新
医药、新睿C、盈鑫、多策略
网银、手机银行1折：6月红添利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混
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
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沪港深新价
值、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
A、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
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18.4.1 0:00-2018.6.30 24:00，定投1折
100元

自己约定

按月
通过手机银行签约定投，并于2018年10月1日00:00至2019年3月31
日24:00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1折：增强收益C、可转债
A/C、理财30天A、深300ETF联接、双利A、社会责任、实业债A/C、
理财7天A、高息债A/C、理财60天、多元收益A/C、理财14天A、国
企创新、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
子、中正主要消费ETF联接、民营活力、策略回报、民营新动力、
环保行业、医药保健、消费行业、逆向投资、医疗服务、上证、新
兴消费、香港优势、年年利C、盈稳、美丽30、高端制造、上海国
企ETF联接、优选回报A、绝对收益、盈安、年年益A/C、全球互联
、智能制造、沪港深新价值、6月红C、创新医药、新睿C、盈鑫、
多策略

300元
（高端制造 10元）

自己约定

可选择
（月、周、天）

中信银行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
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
300ETF联接、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
、货币A/B、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全
球互联、逆向、绝对收益、高端制造、年年泰A/C、美元债
（RMB）A/C、消费行业、沪港深新价值、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盈润、弘安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年
年利、和聚宝、价值创造、沪港深大盘价值、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价值多因子、环保行
业、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香港优势、医疗服务、智能制造
、战略配售、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009

浦发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D、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
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
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7天、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
实业债A/C、美丽30、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中证主要
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
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年年利、新睿精选A/C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绝对收益、高端制造、年年泰A/C
、沪港深新价值、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
丰回报、增强收益A/C、港股通专注成长、价值创造、中证港
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价值、民安增益、中证500A/C、沪港
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和聚宝、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
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A/C

开通

未开通

010

深圳发展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双利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
天、民营新动力、成长成长多因子、增强收益A、消费行业外
延增长、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 8折（包括电话银
行） 折后不低于0.6%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货币、价值、上证、双利

014

民生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上证、策略回报、价值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
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
疗A、6月红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
、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年
年丰A/C、添福吉祥、盈润A/C、民丰回报、和聚宝、增强收益
A、年年利、价值创造、民安增益、全额宝、行业整合、沪港
深大盘价值、文体娱乐、战略配售、智能制造、创新医药、绝
对收益、全球消费（RMB）A/C、绝对收益

开通

未开通

2016年5月16日起，通过民生银行基金通申购以下基金，单笔5万（含）
以下申购费率1折，单笔5-50万（含）申购费率5折（固定费率除外）：
优势、逆向、焦点、蓝筹、成长多因子、上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贵金、精准医疗A、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国企创新、双利A、深
300ETF联接、多元收益A、增强收益A、6月红添利
2016年5月16日起，通过民生银行基金通申购以下基金，单笔5万（含）
以下申购费率3折，单笔5-50万（含）申购费率5折（固定费率除外）：
可转债A、香港优势、医疗服务、价值、社会责任、医药保健保健、策
略、均衡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上证、策略、价值、民营
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
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
保本、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
盈润A/C、民丰回报、行业整合、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300
元；深300ETF联接、逆向 500
元）

016

北京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
、逆向、理财60天、季季红、多元收益A/C、美丽30、移动互
联、医疗服务、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增强收益A、理财30天、价值创造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战略
配售、消费行业、全球互联

未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民营活力、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
元收益、美丽30、移动互联、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精准医疗A、盈
鑫保本、盈安保本、消费行业、全球互联

200元

邮储银行

消费行业、美丽30、移动互联、策略回报、民营活力、社会责
任、逆向、均衡、焦点、深300ETF联接、上证、优势、实业债
A/C、双利A/C、多元收益A/C、可转债A/C、年年利、季季红、
高息债A/C、安心中国债A/C、货币A/B、蓝筹、价值、医药保
健、添富纯债、外延增长、环保、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盈鑫保本、新
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安保本、多策略、盈稳保本、添富纯
债、新睿精选A/C、年年丰A/C、盈润A/C、理财14天、理财60
天、增强收益A/C、价值创造、沪港深大盘价值、中证互联网
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文体娱乐、智能制造、全球消费（RMB）A/C、绝对收益

添富消费、美丽30、移动互联、策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
、均衡、焦点、深300ETF联接、上证、优势、实业债A/C、双利债A
、多元收益A、可转债A、增强收益A、高息债A、安心中国债A、货币
A/B、蓝筹、价值、医药保健、纯债、外延、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医疗服务、环保、成长多因子、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C、
盈润A/C、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100元
（外延增长 100-5000元）

1日-28日任意一
天

上海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年年利、成长多因子、
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
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外延增长、美丽30、移动互联、6
月红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
生物科技A、中证互联网医疗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
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
全球医疗（RMB）、民丰回报、睿丰A/C、增强收益A/C、港股
通专注成长、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中证中药A/C、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
大盘价值、全额宝、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价值多因子、中
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
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货币、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安中指数、安心
中国债、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
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
技A、中证中证中药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消费行业、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港股通专注
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300元（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
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
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生物科
技A/C、中证中证中药A/C、添福
吉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消
费行业、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
息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
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
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自己约定

平安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医药保健
、双利A/C、贵金、深300ETF联接、可转债A/C、年年利、逆向
、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社会责任、消费行业、成
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外延增长、民营活力、环
保、恒生指数、移动互联、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
、新睿精选A/C、中证环境治理A、全球互联、绝对收益、实业
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多元收益A/C、添富通、安心中
国A/C、季季红、香港优势、理财7天、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盈润A/C、弘安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
、高端制造、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沪港深大盘价值、中证互
联网医疗、民安增益A\C、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和聚宝、
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008

015

018

020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网银7折：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
优势、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新睿
精选A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医
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货
币、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
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消费行业、沪港深新价值、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
A/C、港股通专注成长、环保行业、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香港优
2017.9.11至2018.12.31，通过购买中信银行-基金智能投资组合中的产 势、医疗服务、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
品（蓝筹、焦点）手续费1折优惠
乐、创新医药

100元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
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沪港深新价值、添福吉祥、全球
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500A/C
、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造、文体
娱乐、货币D、创新医药

300元

自己约定

每月一次
或每两月一次

100元

自己约定

按月

2018.1.1-12.31，网银、手机银行4折（不低于0.6%）：消费行业、美
丽30、移动互联、策略回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均衡、焦点
、深300ETF联接、上证、优势、实业债A、双利A、多元收益A、可转债A
、年年利A、季季红、高息债A、安心中国A、蓝筹、价值、医药保健、
外延增长、环保行业、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盈鑫、盈安、多策略、盈稳、纯债、新睿A
、年年丰A、盈润A、增强收益A、沪港深大盘价值

http://bank.ecitic.com

95558

http://www.spdb.com.cn

95528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 （柜台8折，
网银统一优惠至0.6%）

http://www.sdb.com.cn

95501

民营活力 5折

http://www.cmbc.com.cn

95568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法定基金交易日），
申购、定投 8折
美丽30、移动互联、民营活力、逆向

www.bankofbeijing.com.cn

8折：新睿精选A

95526

www.psbc.com

95580

http://www.bankofshanghai.com

95594

http://bank.pingan.com

95511

2018.4.20-4.27，网银、手机银行4折（不低于0.6%）：年年丰

开通

未开通

网银、手机银行8折：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开通

未开通

网银、手机银行8折，橙子银行6折：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环境治理A、全球互联、高端 上证、医药保健、双利、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社会责任、
制造、6月红添利
可转债、消费、外延增长、民营活力、环保、成长多因子、移动互
联、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
2017.9.26起，申购8折：
新动力、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
年年利A、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新兴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环境治理A、全球互联、
消费、盈稳保本、贵金、消费行业、中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移动 高端制造、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多元收益A/C、添富通
互联、民营新动力、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恒生、医药保健保健、上 、安心中国A/C、季季红、香港优势、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
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 、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
、逆向、中证精准医疗A、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增强收益A 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按月

逆向 柜台8折，网银4折

网银、手机银行4折、柜面8折、橙子银行3折：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环
境治理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

100元

2017.9.26起，定投3折：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新兴消费、
盈稳保本、贵金、消费行业、中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移动互
联、民营新动力、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恒生、医药保健保健、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深
300ETF联接、逆向、中证精准医疗A、优势、均衡、蓝筹、焦点、
价值、增强收益A
2017年12月17日15:00至2018年1月2日15:00，蓝筹1折

021

012

019

宁波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上证、理财30天、理财60天、
价值、深300ETF联接、季季红、年年利、理财14天、多元收益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盈安、社会责任、逆向、盈稳
、双利A/C、新睿精选A、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
A/C、年年益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民
丰回报、睿丰A/C、绝对收益、6月红添利、成长成长多因子、
贵金、移动互联、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
高息指数A/C、年年丰A/C、价值创造、安中指数、纯债、消费
行业、理财7天、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多
策略、可转债A/C、优选回报、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中证
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光大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理财30天、外
延增长、恒生指数、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精准医
疗A、盈鑫保本、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绝对收益、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沪港深新价值、年年丰A/C、全球医疗
（RMB）、睿丰A/C、增强收益A、价值创造、沪港深大盘价值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广发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上证、策略回报、双利
A/C、双利增强A/C、社会责任、贵金、深300ETF联接、消费、
实业债A/C、美丽30、移动、外延、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多策略定开、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年年利、医药保健、逆向投资、安心
中国债券A/C、环保、成长成长多因子、双利增强债券A/C、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价值精选、添富纯债、新睿
精选A/C、全球互联、绝对收益、年年丰A/C、美元债（RMB）
A/C、添福吉祥、移动互联、增强收益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战略配售

开通

开通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货币A、策略、民营
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
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上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恒生、双利、增强收益C
、实业债、高息债、安心中国债、添富通、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全球医疗（RMB）、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港股通专注成
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开通：蓝筹、价值
（2010年12月15日开始执行）

未开通

网上、手机客户端申购4折优惠（不低于0.6%）：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
医药保健、双利、医疗服务、国企创、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本、新睿精选A/C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外延增长、恒生指数、
75折(0.6%)：增强收益A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新睿精选A/C、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医疗（RMB）、沪港深
网银、电话、手机6折：全球医疗（RMB）、沪港深大盘价值
大盘价值、创新医药

100元

300元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精准医
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沪港深大盘价
值、创新医药 100元）

未开通

96528
上海、北京地区962528

http://www.cebbank.com

95595

8折优惠（不低于0.6%）：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双利、外延增长、恒生指数、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新睿精选A
自己约定

按月

网银、电话、手机8折优惠：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全球医疗
（RMB）、沪港深大盘价值
网上、手机客户端申购4折优惠（不低于0.6%）
盈安保本

2018.10.8-10.16，网银、电话、手机6折：绝对收益

开通

www.nbcb.com.cn

2017.9.13起，申购费率最低1折起，具体产品和费率以广发银行销售系
统为准：优势、均衡、蓝筹、焦点、货币A/B、增强收益A、上证、策略
回报、双利A、社会责任、贵金、深300ETF联接、消费行业、实业债A、
美丽30、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中证精准医疗A
、多策略、盈安、盈鑫、盈稳、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医药保健保健
、逆向、安心中国A、环保、成长多因子、双利增强A、国企创新、民营 优势、均衡、蓝筹、焦点、货币、增强收益A、上证、策略、双利A
新动力、新兴消费、价值、纯债、新睿、全球互联、美元债A、绝对收 、社会责任、贵金、深300ETF联接、消费、实业债、美丽30、移动
益、添福吉祥、多策略、年年利
、外延、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盈稳保本、医药保健保健、逆向投资、安心中国债券A/C、环保、成
2017.9.18起，网上、手机委托系统申购美丽30、环保,享有1折申购费 长成长多因子、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价值精选、添
率优惠（固定费率除外）
富纯债（LOF）、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智能制造

100元
（实业债C 200元）

网上定投4折：美丽30、环保

http://www.gdb.com.cn

400-830-8003

2018.10.8-10.16，最低1折，以银行系统为准：绝对收益

（网上交易、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均享受费率优惠）
75折(0.6%)：增强收益A

011

兴业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上证、理财30天、理财60天、
价值、深300ETF联接、季季红、年年利、理财14天、多元收益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社
会责任、逆向、盈稳保本、双利A/C、新睿精选A、高端制造、
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弘
安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价值创造、沪港深大盘
价值、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
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
药、绝对收益

4折：优势、均衡、焦点、价值、深300ETF联接、上证、成长多因子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上证、价值、深300ETF联接
网银5折（不低于0.75%）：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多元收益、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
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沪港深
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
新价值、高端制造
稳保本、新睿精选A、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添福吉祥、全球医
疗（RMB）、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文体娱
网银8折；手机银行6折：添福吉祥
乐、创新医药

300元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沪港深新价值
100元）

自己约定

电子渠道（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4折（不低于
0.6%）；柜面8折：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价值、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
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沪港深新价
值、高端制造

http://www.cib.com.cn

95561

www.srcb.com

021-962999 4006962999

www.hzbank.com.cn

浙江省内服务热线：96523
全国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508

www.wzbank.cn

96699（浙江省）962699（上海）
0577-96699（其它地区），

柜台8折，网银、手机银行4折：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港
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网银、手机银行5折：全球医疗（RMB）、年年利、港股通专注成长、沪
港深大盘价值
2018.4.16-5.11，网银、手机银行5折：年年泰

022

028

银

行

上海农商行

杭州银行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
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
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
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
、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社会责任、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
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添富
纯债、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
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
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民丰回报、睿丰
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
、货币A/B、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
值、外延增长、中证环境治理A/C、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
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031

温州银行

017

华夏银行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
财14天、逆向、医药保健、消费行业、美丽30、移动互联、环
保、外延增长、恒生指数、精准医疗A、双利A/C、价值精选、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互联网医疗、中证中
药A、新睿精选A/C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香港优
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
多元收益、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
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
、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
造、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
网银6折：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
报、中证港股高息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
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
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6月红添利
药

100元

未开通

（网银）：优势、均衡、成长、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
、多元收益、消费、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
货币、恒生指数 6折优惠
社会责任4折、可转债A 4折优惠
实业债 8折优惠
网银、手机、直销银行6折（不低于0.6%）：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新型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
1折起：成长多因子、港股通专注成长、国企创新、恒生、沪港深新价
值、环保行业、民丰回报、民营新动力、逆向、全球医疗（RMB）、全
球移动互联、添福吉祥、外延增长、消费行业、新睿A、新兴消费、移
动互联、高端制造、中证港股通高股息A、中证精准医疗A、上海国企
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优势、均衡、成长、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货币、
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医疗服务混
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
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全球医疗
（RMB）、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成长多因子、港股通专注成
长、国企创新、恒生、沪港深新价值、环保行业、民丰回报、添福
吉祥、外延增长、新睿A、移动互联、高端制造、中证港股通高股息
A、中证精准医疗A、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智
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文体娱乐

100元

网银、移动银行4折（不低于0.6%） ：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逆向、医药保健、消费、美丽30、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价值精选、新睿精选A/C、互联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恒生指数、价值精选、新睿精选A、中证 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互联网医疗A、中证中药A

柜台8折、网银4折（不低于0.6%）：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香港
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可转债A、贵金、深300ETF联接、多
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中证主要
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
科技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民
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
柜台8折，网银、手机银行4折：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

2018.10.8-10.16，网银手机银行6折：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A/B、上证、策略回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
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
、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环保、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6月红添利债、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多策略、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增强收益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
价值、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智能制造、成长多因子、港股通专注成长、国企创新、恒生、
沪港深新价值、环保行业、民丰回报、民营新动力、全球医疗
（RMB）、全球互联、添福吉祥、外延增长、消费行业、新睿A
、新兴消费、移动互联、高端制造、中证港股通高股息A、中
证精准医疗A、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文
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
优势精选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优选回报、6月红添利债
、精准医疗A、增强收益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文体娱乐、全球
消费（RMB）A/C

网银、手机银行申购6折（不低于0.6%），
适用基金：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可转债A、贵金、深300ETF联接、
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添富纯债、
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
、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8折（不低于0.6%）：（优势、均衡、成长、增强收益A、蓝筹、价
值、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
任、可转债A、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
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
生指数、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
1折起：成长多因子、港股通专注成长、国企创新、恒生、沪港深
新价值、环保行业、民丰回报、民营新动力、逆向、全球医疗
（RMB）、全球移动互联、添福吉祥、外延增长、消费行业、新睿A
、新兴消费、移动互联、高端制造、中证港股通高股息A、中证精
准医疗A、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100元

网银、移动银行4折（不低于0.6%）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
港优势、逆向、医药保健、消费、美丽30、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恒生指数、价值精选、新睿精选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
物科技A、互联网医疗A、中证中药A

www.hxb.com.cn

95577

034

银

渤海银行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
、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
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6月红
添利债、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
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
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
长/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全额宝、沪港深大盘
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4折（不低于0.6%）：
消费、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
安心中国、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
、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新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
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 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
睿精选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
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
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
网银、手机银行4折：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多策略、年年利、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添
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
网银、手机4折（不低于0.6%）：年年利A、绝对收益、全球互联、高端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制造、新睿A、盈鑫、多策略、盈稳、民丰、年年泰、年年丰、年年益
、添福吉祥、6月红添利

自2016年1月21日起，4折优惠：消费、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环保、移动互联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
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
100元

柜台8折，网银、手机4折：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全球医疗（RMB）、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www.cbhb.com.cn

400-888-8811

2017.10.19-2018.1.19，定投1折：消费行业、美丽30、中证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环保、移动互联、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新睿A、盈安保本、盈鑫保
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季季红、医药保健保健、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双利A、逆向、中证精准医疗A、优势精选
、均衡、蓝筹、焦点、价值、增收A

www.jsbchina.cn

95319

2018.10.1-2019.3.31，6折：美丽30、蓝筹稳健、逆向投资

www.njcb.com.cn

96400（江苏）、40088-96400

www.bank-of-tianjin.com

4006-960296

www.jhccb.com.cn

400-7116668

www.bankofdl.com

400-664-0099

www.hrbb.com.cn

95537、400-60-95537

www.jnbank.cc

96005

柜台8折，网银、手机4折（不低于0.6%）：年年利A、绝对收益、
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新睿A、盈鑫、多策略、盈稳、民丰、年年
泰、年年丰、年年益、添福吉祥、6月红添利

2018.10.8-10.16，网银、手机银行4折：绝对收益

行

6折：美丽30、环保、成长多因子、新兴消费、新睿精选、上证、策略
回报、民营活力、逆向、均衡
4折：移动互联、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盈安保本、盈鑫
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医药保健保健、双利债A、精
准医疗A

江苏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双利A/C、理财30天、季季红、民营活力、消费行业、医药
保健、逆向、美丽30、年年利、移动互联、成长多因子、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
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绝对收益、年年
益A/C、弘安、增强收益A/C、现金宝、和聚宝、全额宝、行业
整合、价值创造、高端制造、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战略
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开通

未开通

南京银行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A/B、上证、策略回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理财30天、季季红
、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理财60天、理财7天、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消费行业、美丽30、新兴消费、优选回报、
盈安保本、双利A/C、增强收益A/C、盈鑫保本、中证互联网医
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智能制造、全球互联、医疗服务、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
消费（RMB）

未开通

未开通

天津银行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双利A/C、可转债A/C、逆向、理
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美丽30、新兴消费、消费行业
、实业债A/C、高息债A/C、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A/C、环保、移动互
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医药保健、理财7天、多元收益、优选回报A、社会责
任、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香港优势、增强收益C、文体
娱乐

开通

未开通

056

金华银行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
息债A/C、美丽30、理财7天、年年利、移动互联、环保、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6月红
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C、增强收益C、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041

大连银行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
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逆
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C

开通

未开通

哈尔滨银行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深300ETF
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
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6月红添利债、盈
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双利A/C、全球互联、增强收益C、智能制造、文体
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开通

江南农商行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
息债A/C、美丽30、理财7天、年年利、外延增长、移动互联、
环保、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
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
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年年
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蓝筹、增强收益C、
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中证互联
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价值多因子、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包商银行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
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6月红添利、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C
、外延增长、价值创造、和聚宝、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
深大盘价值、全额宝、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
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033

029

047

043

057

058

2017.10.19至2018.1.19
电子银行申购8折：消费行业、中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季季红、优
势、蓝筹、焦点、价值、增强收益A
电子银行申购6折：美丽30、环保、成长成长多因子、新兴消费、新睿A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逆向、均衡
电子银行申购4折：移动互联、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盈
安保本、盈鑫保本、盈稳保本、上海国企ET联接、医药保健保健、双利
A、中证精准医疗
“阿尔法智投”申购1折：环保、成长成长多因子、逆向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双利、民营活力、消费、医药保健、逆向、美丽30、
移动互联、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
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
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智能制
造、创新医药

100元
（民营活力、消费、医药保健、
逆向、美丽30、移动互联、成长
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
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
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200元）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货币、
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多元收益、
外延增长、消费、美丽30、全球互联、医疗服务、智能制造、创新
医药

100元
（外延增长、消费、美丽30，
300元）

网银4折（不低于0.6%）：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双利、可转债A、逆
向、美丽30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双利、可转债、逆向、美丽30
网银或手机端申购，1折（不低于0.6%）：
、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ETF 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C、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
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C、环保、移动 、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
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保健、多元收益、社会责任、深300ETF联接、香港优势、文体娱乐
、医药保健保健、理财7天、多元收益、优选回报A、社会责任、深
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香港优势

200元
（文体娱乐 100元）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
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移动互联、环保、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
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
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
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
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C

100元

未开通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深
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
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0元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
药 100元）

开通

未开通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
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外延增长、移动互联、环保、汇添富医
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
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蓝
筹、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
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
新医药

100元

开通

未开通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
、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
、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
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
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网上申购4折，不低于0.6%

网银、手机银行申购8折：蓝筹

2016年1月1日起，
网银、手机银行 8折
策略、上证、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保健、双利A、社会责任
、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债A、实业债A、高息债A、逆向、
消费行业、美丽30、年年利A、安中指数A
外延增长 8折

柜面定投（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双利、可转债A、逆向、美丽
30）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按8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网银定投（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双利、可转债A、逆向、美丽
30）4折（不低于0.6%）
网银或手机端定投，1折（不低于0.6%）：
、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C、环保、移动互联、外延
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
保健保健、多元收益、社会责任、深300ETF联接、香港优势

网上定投4折，不低于0.6%
柜面定投8折，不低于0.6%

网银、手机银行定投8折：蓝筹

内蒙古及北京地区：96016；
www.bsb.com.cn

宁波、深圳地区：967210；
成都地区：028-65558555

069

071

083

095

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安中指数
、安心中国债A、双利A、双利增强A/C、环保、移动互联、外
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费、盈鑫、盈安、多策略、盈稳、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医
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社会责任、
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双利债、6月红添
利A、新睿精选A/C、理财14天、添富通货币、全球互联、高端
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全球
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
益C、盈鑫保本、和聚宝、行业整合、沪港深大盘价值、全额
宝、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
精选

开通

杭州联合银行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
、社会责任、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
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
美丽30、可转债A/C、理财7天、恒生指数、医疗服务、优选回
报、6月红添利债券、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精选A/C、全球互联、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
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
成长、增强收益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
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
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晋商银行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医药保健、
策略回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深300ETF联接、逆向、高息
债A/C、年年利、双利A/C、可转债A/C、多元收益A/C、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
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
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
、价值创造、和聚宝、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全额宝、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恒丰银行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消费行业、美丽30、添富通A/B、安中指数、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医
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可转
债A/C、双利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年年泰A/C、年年
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
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价值创造、和聚宝、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全额宝、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
选

开通

未开通

苏州银行

未开通

097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
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添富通货币、安中指数、安心
中国债A/C、双利增强A/C、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
多因子、医疗服务、优选回报、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
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
、6月红添利、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C、价值创造、和聚
宝、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全额宝、价值多
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温州）鹿城农商行

添富通货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社会责任、逆
向、消费行业、美丽30、安心中国债A/C、移动互联、实业债
A/C、高息债A/C、成长多因子、环保、多元收益A/C、盈稳保
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
联、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
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
C、价值创造、和聚宝、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
值、全额宝、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913

乐清农商行

消费行业、美丽30、医药保健、上证、民营活力、社会责任、
逆向、香港优势、高息债A/C、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多元收益A/C、成长多因子、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医疗服务、策略回报、深300ETF联接、安中指数、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年年利、实业债A/C、安心中国债A/C、双
利A/C、双利增强A/C、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
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民丰回报、6月红添利、港股通专注成长
、增强收益C、价值创造、和聚宝、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
港深大盘价值、全额宝、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053

重庆农商行

移动互联、环保、美丽30、民营活力、逆向、消费行业、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年年利、新睿精选A/C、和聚宝
、全额宝

开通

未开通

微众银行

环保、美丽30、医药保健、移动互联、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双利增强A/C、全球互联、年年利、现金宝、和聚
宝、全额宝、沪港深大盘价值、蓝筹、价值、高端制造、优势
精选、消费行业、智能制造、均衡增长、成长焦点、医疗服务
、战略配售、理财7天A、全球医疗、创新医药、文体娱乐、全
球消费（RMB）A/C

开通

未开通

918

100元

开通

未开通

www.suzhoubank.com

96067

100元

柜台5折，网银4折：医疗服务、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
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

www.urcb.com

96592

www.jshbank.com

9510-5588

添富消费、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医药保健、策略
、民营活力、社会责任、深300ETF联接、逆向、高息债、双利债、
可转债、多元收益、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盈鑫保本、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
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
因子、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100元

策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社会责任、逆向、成长多因子、美丽
30、外延增长、消费、移动互联、环保、可转债、上证、安中指数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添富通A、添富通B、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全球医
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价
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100元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 200元）

4折：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www.egbank.com.cn

95395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
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添富消费、实业债、添富
电子渠道4折，柜台6折（不低于0.6%）：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 通货币、美丽30、高息债、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消费行业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实业债、美丽30、环保、移动、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民营活
力、逆向、价值、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2018.5.15-5.25，电子渠道4折，柜台6折（不低于0.6%）：年年益
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
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
乐、创新医药

100元

电子渠道4折，柜台4折（不低于0.6%）：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
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www.borf.cn

400-8896596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债
、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
业债、美丽30、高息债、添富通货币、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移
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盈稳保本、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
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www.lwrcb.com

4008296596

添富通货币、策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社会责任、逆向、消费
、美丽30、安心中国债、移动互联、实业债、高息债、成长多因子
、环保、增强收益C、多元收益、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
整合、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www.lcrcbank.com

96526

消费、美丽30、医药保健、上证、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香
港优势、高息债、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增强
网银、手机银行4折，网点柜面6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全球医 收益C、多元收益、成长多因子、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疗服务
疗（RMB）、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 、策略、深300ETF联接、安中指数、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可转债
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实业债、安心中国债、双利债、盈稳保本、全球互联、添福吉祥
、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
2018.5.15-5.25，网银、手机银行4折，网点柜面6折（不低于0.6%）： 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
年年益
医药

100元

www.yqbank.com

4008896596

www.cqrcb.com

966866

4折：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多策略、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
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柜面6折，网银4折（不低于0.6%）
未开通
2018.5.15-5.25，柜面6折，网银4折：年年益

未开通

2018.1.1-12.31，（新签约定投）手机银行4折、网银6折、临柜8
折（固定费率除外）：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
年利A、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双利增强A、环保行业、移动互联
、绝对收益、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全球移动互联、高端制造、新兴消费、新睿A、盈安、盈
鑫、多策略、盈稳、上海国企ETF联接、民丰A、年年泰A、年年丰A
、年年益A、全球医疗、盈润、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
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6
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
网上银行8折、手机银行5折：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
柜台5折，网银4折：医疗服务、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
社会责任、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费、实业债、
、民丰回报、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高息债、美丽30、可转债、医疗服务、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
2018.5.15-5.25，柜台5折，网银4折：年年益
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18.5.15-5.25，4折：年年益

096

907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
任、双利债、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添富通货币、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手机4折、网银6折、柜面8折：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
、行业整合、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盘价值、行业整合
2018.10.8-10.16，手机4折、网银6折、柜面8折：绝对收益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
、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实业
债A/C、添富通货币、美丽30、高息债A/C、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多策略、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消费
瑞丰银行
行业、实业债、美丽30、年年利、环保、移动、成长多因子、
（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 医疗服务、民营活力、逆向、价值、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
行）
双利A/C、新睿精选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
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增
强收益C、价值创造、和聚宝、行业整合、沪港深大盘价值、
全额宝、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球
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温州）龙湾农商行

2018.1.1-12.31，手机银行5折，网银8折（固定费率除外）：消费行业
、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双利
增强A、环保行业、移动互联、绝对收益、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全球移动互联、高端制造、新兴消费
、新睿A、盈安、盈鑫、多策略、盈稳、上海国企ETF联接、民丰A、年
年泰A、年年丰A、年年益A、全球医疗、盈润、医药保健、上证、策略
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深300ETF
联接、6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投）4折优惠（不低于0.6%）

定投4折优惠（不低于0.6%）
柜面、网银4折：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
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投）4折优惠（不低于0.6%）

柜面申购6折优惠；网银申购4折优惠（不低于0.6%）

网上4折（不低于0.6%）：移动互联
4折：高端制造、优势精选、消费行业、全球医疗
1折：均衡增长、成长焦点、医疗服务

柜面、网银定投4折优惠（不低于0.6%）

移动互联、环保、美丽30、民营活力、逆向、盈稳保本、中证上海
国企ETF联接

100元

环保、美丽30、医药保健、高端制造、优势精选、消费行业、均衡
增长、成长焦点、医疗服务、智能制造、全球医疗、文体娱乐、创
新医药

100元
（高端制造、优势精选、消费行
业、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
医药 10元）

网银、手机银行4折，网点柜面6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全
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
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4折：高端制造、优势精选、消费行业、全球医疗
1折：均衡增长、成长焦点、医疗服务

4009998800

泉州银行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货币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A/C、双利增强债A/C、双利债A/C、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
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
新价值、新兴消费、盈安保本、盈鑫保本、多策略、盈稳保本
、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A/C、逆向
投资、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A/C、纯债、恒生、季季红、优
势精选、均衡、蓝筹、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B、贵金、精
准医疗A/C、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
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
收益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903

锦州银行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
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策略回
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香港优势、上证、安中指数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深300ETF联接、年年利、实业债A/C
、高息债A/C、安心中国债A/C、双利增强债A/C、双利A/C、多
元收益债A/C、可转债A/C、添富通、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
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
睿精选A/C、全球互联、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
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6月红添
利、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
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开通

未开通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策略、民营
活力、社会责任、逆向、香港优势、上证、安中指数、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深证300ETF联接、实业债、高息债、安心中国债、双利
债、多元收益债、可转债、增强收益C、添富通、新兴消费、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全球
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
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079

星展银行

民营活力、价值、货币A/B、移动互联、策略回报、社会责任
、蓝筹、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
技A/C、中证中药A/C

开通

未开通

民营活力、价值、货币、移动互联、策略、社会责任、蓝筹

富滇银行

多策略定开、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
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
逆向、多元收益债、优选回报A、消费行业、美丽30、实业债
、高息债、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通、安心中国债、移动互
联、环保、外延、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医疗服务、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C、全
球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盈润A/C、中证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增强收益C、创新医药

开通

未开通

电子渠道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保健、双
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债、消费
行业、美丽30、实业债、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安心中国债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疗服务、盈稳保本、添福吉祥、盈润A/C

300元（盈稳保本 100元）

中原银行

盈稳保本、货币、多元收益、高息债、医疗服务、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消费行业、安中指数、成长多因子、新兴消费、盈安保本、
盈鑫保本、盈稳保本、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社会责任、逆向投资、新睿精选A/C、全球医疗（RMB）、盈
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C、价值创造、
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
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网银8折、手机银行6折（不低于0.6%）：价值多因子

货币、增强收益、多元收益、高息债、医疗服务、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消费、沪深300A/C安中、成长多
因子、新兴消费、盈安保本、盈鑫保本、盈稳保本、医药保健保健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
合、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长春农商行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货币、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券、双利增强债券、环
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消费、盈安保本、盈鑫保本
、盈稳保本、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
益债券、社会责任、可转换债券、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混
合、年年利定开、多策略定开、新睿精选A/C、年年泰A/C、年
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
、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
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
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未开通

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货
币A/B、沪深300A/C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券、环保、移动互联、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
新价值、新消费、盈安保本、盈鑫保本、盈稳保本、医药保健保健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券、社会责任、可转换
债券、深证300ETF联接、逆向、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
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
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912

龙江银行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货币A/B、安中指数、安心中
国债A/C、双利增强债A/C、双利债A/C、环保、移动互联、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
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盈安保本、盈鑫保本、多策略、盈稳
保本、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
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香港
优势、增强收益债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C
、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
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073

四川天府银行
（南充商业银行）

香港优势、逆向、增强收益C、深300ETF联接、可转债A/C、社
会责任、双利A/C、多元收益A/C、民营活力、策略回报、上证
、医药保健、美元债（RMB）A/C、上海国企ETF联接、多策略
、新睿A/C、新兴消费、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全球互联
、民营新动力、国企创新、医疗服务、成长成长多因子、外延
增长、移动互联、环保行业、安心中国A/C、安中指数、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高息债A/C、美丽30、实业债A/C、消费行
业

开通

023

北京农商行

高端制造、多策略、美元债A（RMB）、全球医疗（RMB）、价
值多因子、美丽30、消费行业、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移动
互联、外延增长、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全球互
联、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智能制造、价值多因子、文体
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937

瑞安农商行

美丽30、消费行业

902

084

934

904

未开通

未开通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货币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双利债A/C、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盈安保本、盈鑫保本、盈稳保本
、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A/C、社
会责任、可转债A/C、深证300ETF联接、逆向投资、香港优势、增强
收益债A/C、纯债、恒生、优势精选、均衡、蓝筹、焦点、价值精选
、货币A/B、贵金、精准医疗A/C、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
互联网医疗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中药A、民丰
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www.qzccbank.com

0595-96312

100元

www.jinzhoubank.com

400-66-96178

1000元

www.dbs.com.cn

400-820-8988

电子渠道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www.fudian-bank.com

4008896533

www.zybank.com.cn

96688

100元

www.cccb.cn

96888-0-1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货币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双利债A/C、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盈安保本、盈鑫保本、盈稳保本
、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A/C、社
会责任、可转债A/C、深证300ETF联接、逆向投资、香港优势、增强
收益债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港
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
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www.lj-bank.com

400-645-8888

未开通

香港优势、逆向、增强收益C、深300ETF联接、可转债A/C、社会责
任、双利A/C、多元收益A/C、民营活力、策略回报、上证、医药保
健、美元债（RMB）A/C、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A/C、新兴消费、
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全球互联、民营新动力、国企创新、医
疗服务、成长成长多因子、外延增长、移动互联、环保行业、安心
中国A/C、安中指数、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高息债A/C、美丽30、
实业债A/C、消费行业

100元

www.tf.cn

40016-96869

未开通
（除高端制造）

未开通

高端制造、美元债A（RMB）、全球医疗（RMB）、美丽30、消费行业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医疗服务、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全球移动互联、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价值
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www.bjrcb.com

96198（北京）；
400-66-96198（全国）

开通

未开通

开通

1折优惠

柜面6折（不低于0.6%）
电子渠道4折（不低于0.6%）

美丽30、消费行业

网银8折，手机银行8折（不低于0.6%）：价值多因子

6折：消费行业

945

九江银行

高端制造、医疗服务、消费行业、移动互联、美丽30、环保行
业、智能制造、绝对收益、全球互联、全球医疗、行业整合、
沪港深新价值、添福吉祥、盈润A/C、新睿A/C

开通

未开通

024

青岛银行

美丽30、医疗服务、价值精选

开通

未开通

925

浙江网商银行

080

渣打银行

价值、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沪港深新价值、增强收益
C、消费行业、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
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成长焦点、高端制造

开通

未开通

增强收益C、价值、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沪港深新价值、消
费行业、成长焦点、高端制造

2000元

077

东亚银行

上证、民营活力、医药保健、深300ETF联接、价值精选、盈鑫
保本、盈安保本、新睿精选A、增强收益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美
丽30、高端制造、和聚宝、全球医疗（￥&$）、战略配售

开通

未开通

上证、民营活力、医药保健、深300联接、增强收益A、价值精选、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睿精选A、美丽30、高端制造、全球医疗
（RMB&$现汇）

500元

081

大华银行

民营活力、上证

开通

未开通

087

华侨银行

医药保健、民营活力、和聚宝、全额宝

开通

未开通

医药保健、民营活力

100元

添富通A、和聚宝

6折

高端制造、医疗服务、消费行业、移动互联、美丽30、环保行业、
智能制造、全球互联、全球医疗、行业整合、沪港深新价值、添福
吉祥、盈润A/C、新睿A/C

100元

美丽30、医疗服务、价值精选

100元

6折

未开通

www.jjccb.com

95316

www.qdccb.com

400-66-96588（全国）

www.mybank.cn

95188-3

www.standardchartered.com.cn

800-820-8088

www.hkbea.com.cn

800-830-3811

新增定投全球医疗（RMB&$现汇），2折

外

2018.7.1-12.31，手机银行新增定投，1折：医药保健、上证、民
营活力、深300ETF联接、增强收益A、价值精选、盈鑫保本、新睿
精选A、美丽30、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

资
行

货币、价值、增强收益、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添富消
费、美丽30、逆向、医药保健、恒生指数、环保、移动互联、外延
增长、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成
长多因子、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上证、策略、
香港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A/C、全球
移动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0元
（货币、增强收益A、价值、社会
责任、添富消费、美丽30、逆向
、医药保健、恒生指数、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汇添富医
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中证主
要消费ETF联接、成长多因子、民
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
消费、上证、策略、香港优势、
均衡、蓝筹、焦点、上海国企ETF
联接、新睿A/C、全球移动互联、
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500元
文体娱乐 100元）

未开通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新兴消费、精准医疗
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

100元

未开通

未开通

南洋商业银行

货币A/B、价值、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社会责任、消费行
业、美丽30、逆向、医药保健、恒生指数、环保、移动互联、
外延增长、医疗服务、国企创新、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增
强收益A/C、理财7天、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成长多因子、
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上证、策略回报、香
港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A/C、全
球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全球医疗（$&￥）、中证互联
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开通
（单笔转换份额不
低于100份）

未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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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相投顾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
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
、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
、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
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
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
增强收益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
药A/C

开通

122

金百临

增强C、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
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理
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6月红添利债券、新睿精选A/C
、增强收益C

开通

深圳新兰德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C、双利增强A/C、社会责任、
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理财30天、理财60天
、理财14天、季季红、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
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贵金、香港优势、安心
中国债A/C、环保、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新兴消费、优选回
报、精准医疗A、达欣混合、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年年
利、添富纯债、恒生、安中指数、货币A、盈安保本、多策略
定开、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新睿精选A/C、中证
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
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
、民营新动力、增强收益A/C、美元债（RMB）A/C、多策略、
绝对收益、文体娱乐、战略配售、理财60天E、高端制造、中
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文体娱乐、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076

125

www.uobchina.com.cn

2018.4.19-12.31，网银、柜面，1折（固定费率除外）：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成长多因子、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上证
、策略回报、香港优势、优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
上挂国企ETF联接、新睿A/C、全球移动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全
球医疗（$&￥）

2018.4.19-12.31，网银、柜面新增定投签约，1折（非新增定投及
固定费率除外）：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成长多因子、民营新动
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优势
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上挂国企ETF联接、新睿
A/C、全球移动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400-888-6826

www.ocbc.com.cn

400-670-2888

www.ncbchina.cn

800-830-2066，400-830-2066

http://www.txsec.com

010-66045555

www.jsjbl.com

0510-9688988

http://8.jrj.com.cn

400-166-1188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开通
（除新兴消费）

未开通

达欣、新兴消费、精准医疗、保鑫保本、年年利、双利债C、双利增强
债、恒生、安中指数、货币A，申购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不享受
优惠）
1折起（以代销机构公告为准）：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
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
药A 、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
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美元债（RMB）
A/C、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保鑫保本 4折
100元

1折起（以代销机构公告为准）：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127

130

301

302

303

304

和讯科技

鑫鼎盛

诺亚正行

众禄基金
（众禄金融）

天天基金

好买基金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理财30天、理财
60天、理财14天、季季红、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
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成长
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
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
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绝对收
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稳健添利
A/C、增强收益A/C、盈润A/C、外延增长、智能制造、价值多
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理财30天、理
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
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
添富通、外延、移动互联、环保、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
心中国、双利增强A/C、6月红添利、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
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富纯债、恒
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贵
金、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
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盈润A/C、
弘安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C
、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中证环
境治理A/C、智能制造、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优势、均衡、焦点、货币A/B、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消费行业、双利A/C、社
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300联接、逆向、理财7天、理
财14天、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安中指数
、安心中国A/C、添富纯债、双利增强A/C、恒生指数、移动互
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添富通货币、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理财30天、理财60天、多元收益、季季红、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
疗A、达欣混合、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
略定开、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新睿精选A/C、中
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
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绝对收益、年年泰A/C
、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稳健添利A/C、成长多因子、增强收益A/C、多策略、沪港深
大盘价值、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智能制造、中证新能
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
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A/C、
双利A/C、多元收益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
、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
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
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
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费、优选回报A/C、精准医疗A、达欣混合、6月红添利债券、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保鑫保本、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
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
A/C、全球互联、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稳健添利A/C、增
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中证精准医疗C、中证500A/C
、沪深300A/C、理财30天、沪港深大盘价值、港股通专注成长
、双利增强A/C、高端制造、民丰回报A/C、美元债（RMB）A/C
、添福吉祥、盈润A/C、理财60天、中证全指证券A/C、中证港
股高息A/C、行业整合、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
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全
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属、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理财30天、理
财60天、理财14天、季季红、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达欣混合、优选
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
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新
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
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
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美元债、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
值、美元债（RMB）A/C、和聚宝、稳健添利A/C、增强收益A/C
、全球医疗（RMB）、多策略、现金宝、全额宝、和聚宝、价
值创造、沪港深大盘价值、全球医疗保健（RMB）、双利增强
A/C、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中证500A/C、中证港股高息
A/C、理财60天E、行业整合、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
多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
、文体娱乐、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
级

以平台为准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6月红添利债券基金费率：0.6%
2018.5.15-5.25，4折（0.6%）：年年益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多元收益、添富消费、实业债、高息
债、美丽30、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主要消费ETF、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盈
润A/C、价值多因子

100元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盈润A/C、价
值多因子 200元）

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添富
通、外延、移动互联、环保、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心中国、双
利C、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恒生、优势、均
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贵金、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C、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盈润A/C、
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
造、创新医药

100元

以平台为准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4折（不低于0.6%）

licaike.hexun.com

4009200022

www.dkhs.com
（www.xds.com.cn）

400-6980-777
（400-9180808）

www.noah-fund.com

400-821-5399

www.zlfund.cn、 www.jjmmw.com

400-6788-887

www.1234567.com.cn

400-1818-188

www.ehowbuy.com

400-700-9665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8折（不低于0.6%）
4折：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
、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开通

未开通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不设限，以代销机构为准
2018.10.8-10.16，4折起：绝对收益

开通
（港股通专注成长
除外）

未开通

1折：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A、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
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
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
、6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恒生、季季红、优势、均
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多策略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
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4折（不低于0.6%）：盈安保本、保鑫保本、高端制造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香港优
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消费、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深300联接、逆向、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
国、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添富通货币、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多元收益、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保鑫保本
、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
、高端制造、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
多因子、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4折：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 、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盈润A/C
、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 不设限，以代销机构为准

100元

定投1折：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
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
A、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恒生、优势、均衡、蓝筹、焦点
、价值、贵金、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
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
球互联、美元债（RMB）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自2016年5月30日起，4折（不低于0.6%）：盈安保本、高端制造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网银4折优惠(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以众禄公告为准

1折起：
医疗服务、香港优势、美丽30、外延增长、策略、均衡、焦点、价值、
逆向、多元收益A、上证、双利A、季季红、环保、季季红A、高息债A、
实业债A、增强收益A、医药保健保健、安心中国A、蓝筹、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民营活力、成长多因子、社会责任、移动互联、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恒生、安中指数、深300ETF联接、贵金、消费、可转债
A、优势、新兴消费、达欣A、优选回报、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
A、全球互联、全球医疗（RMB）、中证精准医疗C、中证500A/C、沪深
300A/C、6月红添利、双利增强A/C、高端制造、民丰回报A/C、美元债
（RMB）A/C、添福吉祥、盈润A/C、理财60天、中证全指证券A/C、中证
港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蓝筹、价值、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
、双利、多元收益、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
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全球医疗（RMB）、中证精准医疗C
、中证500A/C、沪深300A/C、港股通专注成长、双利增强A/C、高端
制造、民丰回报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盈润A/C、理
财60天、中证全指证券A/C、中证港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价值、
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网银4折优惠(不低于0.6%)

100元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不设折扣限制，以天天公告为准

不设折扣限制，以天天公告为准

4折，以天天公告为准：民营新动力、达欣、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
富纯债

开通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利A/C、社会责
任、可转债A/C、贵金、季季红、深300ETF联接、理财30天、
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
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
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达欣混合、优选回报A/C、中证精
准医疗A/C、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
开通
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添富纯债
（除双利增强A/C、
、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
优选回报C）
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
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
稳健添利A/C、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美
元债（RMB）A/C、多策略、沪港深大盘价值、双利增强A/C、
双利A/C、民丰A/C、添福吉祥、港股通专注成长、理财60天E
、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
、行业整合、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
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文体娱乐、全
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未开通

以众禄公告为准

1折：
医疗服务、香港优势、美丽30、外延增长、策略、均衡、焦点、价
值、逆向、多元收益A、上证、双利A、环保、高息债A、实业债A、
增强收益A、医药保健保健、安心中国A、蓝筹、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民营活力、成长多因子、社会责任、移动互联、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恒生、安中指数、深300ETF联接、贵金、消费、可转
债A、优势、新兴消费、达欣A、精准医疗A、添富纯债、中证上海
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
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全球互联、全球医疗（RMB）、中证精
准医疗C、中证500A/C、沪深300A/C、双利增强A/C、高端制造、民
丰回报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盈润A/C、理财60天、
中证全指证券A/C、中证港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4折：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达欣、保鑫保本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
1折优惠：
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属、
逆向、民营新动力、蓝筹、成长多因子、国企创新、优势、达欣A、香 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
港优势、贵金、上证、安中指数、深300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 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接、恒生、安心中国债A、增强收益A、可转债A、高息债A、多元收益债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A、实业债A、双利A、美元债（RMB）A、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精选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
（2017年1月13日起，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汇 联、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
添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首次申购最低金额调整为1元，超过 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部分不设最低级差限制，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元，超过部分不设最低
级差限制。）

100元（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
中药A/C、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
源车A/C、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元）

1折：逆向、民营新动力、蓝筹、成长多因子、国企创新、优势、
达欣A、香港优势、贵金、上证、安中指数、深300ETF联接、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恒生、安心中国债A、增强收益A、可转债A、高
息债A、多元收益债A、实业债A、双利A、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高端制造、沪港深
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2016.11.16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不设折扣限制
（2017年1月13日起，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汇添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首次申购最低金额调整
为1元，超过部分不设最低级差限制，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元，超
过部分不设最低级差限制。）

2018.4.16-5.11，以天天公告为准：年年泰

以好买公告为准
2012.7.13起，网银申购4折（不低于0.6%）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保鑫保本 非现场方式
申购4折
2016.3.2起，优势、美丽30、移动、环保 申购2折

未开通

1折：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双利增强A、环保、移动、成长多因
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
保本、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社
会责任、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信用债A、逆向、香港优势、恒生、
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新睿精选A、中证互
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
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盈润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
通过“储蓄罐”申购1折；通过电子交易平台申购4折，不低于0.6%，固
定费率除外：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
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环保、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达欣A/C、新睿精选A/C
、盈安、盈鑫、盈稳、保鑫、国企ETF联接、贵金、恒生、医药保健
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C、社会责
任、可转换债A、深证300ETF联接、逆向、香港、纯债、中证精准医
疗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
证环境治理A/C、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增强收益债A、
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盈润
A/C、民丰回报A/C、添福吉祥、港股通专注成长、中证500A/C、沪
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
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
新医药

非现场方式4折优惠(不低于0.6%)

200元

1折（除固定费率外）：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环保、移动互联
、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费、达欣A/C、新睿精选A/C、盈安、盈鑫、盈稳、保鑫、国企ETF
联接、贵金、恒生、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多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换债A、深证300ETF联接、逆
向、香港、纯债、精准医疗A、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
A/C、中证中药A/C、中证环境治理A/C、优势、均衡、蓝筹、焦点
、价值、增强收益债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盈润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305

306

308

307

309

311

312

蚂蚁基金
（数米基金）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理财30天、理
财60天、理财14天、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
值、贵金、季季红、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
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
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达欣混合、优选回报、中
证精准医疗A/C、6月红添利、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高端制造、稳健添利
A/C、和聚宝、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理
财60天E、双利增强A/C、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优选回报
C、多策略、民丰A/C、添福吉祥、港股通专注成长、中证
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
A/C、沪港深优势精选、全球医疗（RMB）、消费升级、价值多
因子

不设折扣限制，以数米公告为准

开通

未开通

开通

北京展恒理财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理财14天、季季红、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
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
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新睿精选A/C、增强收益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
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开通

同花顺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A/B、贵金、季季红、
恒生指数、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
、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
、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
、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
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达欣混合、优选回报、精准医
疗A、6月红添利、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
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添富纯债、新睿精选
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
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
对收益、年年泰A/C、沪港深新价值、稳健添利A/C、增强收益
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年年丰A/C、多策略、绝对
收益、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
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未开通

申购2折（不低于0.3%）：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香港优势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多元收益A、消
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深300ETF联接、高息债A、安中指数、纯债
、安心中国债A、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逆向、
贵金、双利A、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美元债（RMB）A、
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丰A、年年泰A、多策略
非现场方式申购 2折（不低于0.3%）：添福吉祥、盈润A/C、年年利、
民丰回报、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2012.7.13起（结束时间另行通知）定投4折（不低于0.6%）
2016.11.16起，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4折（没有0.6%的限制）

www.fund123.cn

95188-8

www.erichfund.com

400-089-1289

www.myfund.com

4008886661

1折，不设最低限制，固定费率不打折：盈润A/C、全球医疗
（RMB）、价值多因子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C、蓝筹、价值、上证、策略、香港
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多
元收益A/C、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深300ETF联接、高息
债A/C、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
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逆向、贵金、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中证精准
医疗A/C、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盈润A/C、
民丰回报、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
造、沪港深新价值、全球医疗、港股通专注成长、价值多因子、中
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新能源车A/C、中证港
股高息A/C、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100元
（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
沪港深新价值、全球医疗、港股
通专注成长、价值多因子、中证
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
A/C、中证新能源车A/C、中证港
股高息A/C 10元）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香港优
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消费、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深300联接、逆向、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
国、添富纯债、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添富通
货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多元收益、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100元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货币、贵金、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
、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多元收益、添富消费、实业债、高息
债、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
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
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新睿精选A/C、年年丰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全球医疗
（RMB）、盈润A/C、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
医药

100元
（全球医疗（RMB）、盈润A/C、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创
新医药 10元）

2折（不低于0.3%）：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社会责
任、可转债A、多元收益A、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深
300ETF联接、高息债A、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添富通货币、恒
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逆向、贵金、民营新动力、新兴
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新睿精选、美元债（RMB）A、高端制造
非现场方式定投 2折（不低于0.3%）：添福吉祥、盈润A/C、民丰
回报、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2018.10.8-10.16，4折起：绝对收益

未开通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1折：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盈润A/C
开通

未开通
1折起（以同花顺为准）：全球医疗（RMB）
2018.10.8-10.16，1折（以同花顺为准）：绝对收益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理财30天、理财
60天、理财14天、季季红、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
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恒生、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双利增强A/C、优选回报
开通
A/C、中证精准医疗A/C、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
（绝对收益、全球
本、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C、 互联、优选回报A/C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
、多策略、美元债
选A/C、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达欣A/C
（RMB）A/C）
、沪港深大盘价值、港股通专注成长、绝对收益、全球互联、
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达欣A/C、多策略、盈稳、民丰回
报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理财60天E、中证
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行业
整合、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
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
势精选、消费升级、创新医药

未开通

中期资产
（原中期时代）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理财30天、理
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
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成长多因子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优选回报、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选A/C、增强收益C

开通

未开通

金观诚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C、双利增强A/C、社会责任、
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季季红、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移动互联、环
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
利债券、盈鑫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C、增强收益A/C、中证环境治理A/C

开通

利得基金

不设折扣限制，以数米公告为准
100元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盈润A/C、中证新能、创新
医药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
乐 10元
蓝筹 1元）

2018.10.8-10.16，1折，不设最低限制，固定费率不打折：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理
财30天、多元收益A/C、理财14天、理财60天、消费行业、理
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深300ETF联接、年
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恒生
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逆向、贵金
、季季红、双利增强A/C、新兴消费、优选回报、中证精准医
疗A/C、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
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盈润A/C
、弘安A/C、民丰回报、睿丰A/C、全球互联、中证中证互联网
医疗A/C、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证中药A/C、中证中
证环境治理A/C、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年年利、货币A/B
、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
造、沪港深新价值、全球医疗、港股通专注成长、价值多因子
、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新能源车A/C
、中证港股高息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
A/C、沪港深优势精选

长量基金
（上海长量）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
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优势、货币、均衡、焦
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贵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
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
2015年10月27日起，通过数米基金在蚂蚁聚宝手机客户端申购基金，享 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
有申购费率 1折优惠：
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实业债A、高息债A、年年利A、安心中国债A、季季红、多元收益A、双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
利债A、可转债A、增强收益A、 新兴消费、美元债（RMB）A/C、高端制 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美元债（RMB）A/C、
造
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盈润A/C、双利增强A/C、双利C、全
球移动互联、沪港深新价值、优选回报C、多策略、民丰A/C、添福
1折：全球医疗（RMB）
吉祥、港股通专注成长、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全球医疗（RMB）、价值
1折，不设最低限制，固定费率不打折：盈润A/C、价值多因子
多因子、创新医药
4折（没有0.6%的限制）：民营新动力、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达欣
（固定费率不打折，具体以数米公告为准）

100元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
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
4折：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安保本、盈稳保本、年年利、6月红添
保、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
利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新睿精选
A/C

100元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
逆向投资、添富消费、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移动互联、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100元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保鑫保
本、新睿精选A、6月红添利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非现场方式定投4折（不低于0.6%）（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
富医疗服务混合不参与）
2016.2.23起，新型消费、精准医疗A 定投4折
www.5ifund.com
1折：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盈润A/C

95105885，0571-56768888
4008773772（同花顺爱基金）

1折起（以同花顺为准）：全球医疗（RMB）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属、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多元收益、添富消费、实业债、安
中指数、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新兴消费、新睿精选A/C、港股通专注成长、全球互联、
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达欣A/C、盈稳、民丰回报A/C、美元债
（RMB）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
中证港股高息A/C、精准医疗A/C、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
能源车A/C、智能制造

自2015年12月15日起，通过利得官网申购享1折优惠。（固定费率除
外；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除外）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安保本、盈
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不参与）

自2015年12月15日起，通过利得官网申购享1折优惠。（固定费率
除外）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4折（不低于0.6%）（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精准医疗A 不参与）：保鑫保本、新睿精选A
（2017.2.15）

www.leadfund.com.cn

400-005-6355

www.cifcofund.com

95162、4008888160

www.jincheng-fund.com

400-068-0058

2016.11.16、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无优惠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未开通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网银、柜台最低4折，折后不低于0.6%
网银4折：多策略、6月红添利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4折（不低于0.6%）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4折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网银、柜台最低4折，折后不低于0.6%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乾道金融
（乾道盈泰）

创金启富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
、逆向、香港优势、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
保本、增强收益C、理财30天、理财7天、理财60天、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文体
娱乐、沪港深优势精选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理财30天、理
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贵金
、季季红、恒生指数、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消费行业、实
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安中指数、双利增强
A/C、环保、移动、多策略、优选回报C、保鑫保本、新睿精选
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
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
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
（RMB）A/C、移动互联、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盈
润A/C、和聚宝、全额宝、外延增长、中证环境治理A/C、绝对
收益、行业整合、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
智能制造

泛华普益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理财30天、理财60天、
理财14天、季季红、多元收益A/C、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
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美丽30、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
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
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盈润A/C、贵金、港股通专注
成长、增强收益A/C、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宜信普泽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
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
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
贵金、盈安保本、精准医疗A、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添福吉祥、弘安
A/C、民丰回报、睿丰A/C、增强收益A/C、价值创造、行业整
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港股通专注成长、中证环境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战略
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苏宁基金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货币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A/C、双利增强A/C、双利A/C、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
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安鑫
智选A/C、新兴消费、达欣A/C、盈安、盈鑫、稳添利A/C、多
策略定开、盈稳、医药保健、上证、理财7天A/B、理财14天
A/B、理财30天A/B、理财60天A/B、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
元收益A/C、优选回报A/C、社会责任、可转换A/C、深300ETF
联接、6月红添利A/C、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A/C、纯
债、贵金、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
货币A/B、精准医疗A/C、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新睿
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稳健添利A/C
、移动互联、增强收益A/C、盈鑫保本、沪港深大盘价值、可
转债A/C、理财60天E、智能制造、价值多因子、战略配售、文
体娱乐、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
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高端
制造、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深300A/C、民丰回报A/C、盈润A/C
、行业整合、全球互联、鑫瑞A/C、中证500A/C

格上理财
（格上富信）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
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
、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逆向、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A/C、增强收益C、季季红、纯债、中证精准医疗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
证环境治理A/C、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
证港股高息A/C、优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
、价值精选、增强收益A、货币

众升财富
（原万银财富）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贵金、季季红、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理财30天、理
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
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添福吉祥、盈润A/C、弘安A/C、民丰
回报、睿丰A/C、6月红添利、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
、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中证环
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战
略配售、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开通

未开通

1折（固定费率除外）
2016.11.1起，保鑫保本 4折
2018.5.15-5.25，1折：年年益

4折（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2018.4.16-5.11，4折（不低于0.6%）：年年泰

开通

未开通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
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
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
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C、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100元

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
保健、逆向、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
、外延增长、优势、均衡、货币、焦点、蓝筹、价值、贵金、恒生
指数、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
本、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环保、移动
、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
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
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盈润A/C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100元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10元）

（除招商、交通不打折）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恒生指数9折（不低于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0.6%）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招商、交通不打折，其
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多元收益、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
余银行4折，最低优惠至0.6%
指数、移动互联、环保、美丽30、添富消费、实业债、高息债、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1折起，以代销机构为准：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
、新睿精选A、高端制造、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港股通专注成长
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高端制造、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
合、创新医药
2018.10.8-10.16，低至1折，具体以代销机构公告为准：绝对收益

1折（固定费率除外）
2016.11.1起，保鑫保本 4折

4折（不低于0.6%）（除盈安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www.qiandaojr.com

4000888080

www.5irich.com

010-88067525

http://www.pyfund.cn/

4008588588

www.yixinfund.com

400-6099-200

（除招商、交通不打折）其余银行卡网银4折，最低优惠至0.6%
100元

1折起，以代销机构为准：
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高端制
造、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招行卡交易7折，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
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网上交易4折（招行卡交易7折，不低于0.6%）：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
、精准医疗A、增强收益债A、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
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
、价值、货币、贵金、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
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选A/C、添福吉祥、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通过“赎回转购”最低一折，普通申/认购4折：多策略、年年利、6月
行业整合、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红添利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4折（招行卡交易7折，不低于0.6%）

100元

网上交易4折（招行卡交易7折，不低于0.6%）：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增强收益债A、恒生、优势、
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贵金、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
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

详以销售机构为准！

开通

未开通

1折：价值多因子、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美元债（RMB）
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高端制造、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深
300A/C、民丰回报A/C、盈润A/C、行业整合、全球互联、鑫瑞A/C、中
证500A/C

沪港深大盘价值、文体娱乐、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美
元债（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高端制造、港股通
专注成长、沪深300A/C、民丰回报A/C、盈润A/C、行业整合、全球
互联、中证500A/C、创新医药

10元

1折：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美元债（RMB）A/C、添福
吉祥、全球医疗（RMB）、高端制造、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深
300A/C、民丰回报A/C、盈润A/C、行业整合、全球互联、中证
500A/C

www.snjijin.com

95177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
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
、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增强收益C、中证上海
国企ETF联接、纯债、中证精准医疗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
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500A/C、沪深
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优势精选、均衡增长、
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精选、增强收益A、货币

100元

1折

www.igesafe.com

010-82350618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贵金、上证、
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添富消费、实业债、高息债、
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
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高
端制造、添福吉祥、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
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造

100元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
强收益、蓝筹、价值、贵金 200
元）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4折（不低于0.6%）（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盈安保本 不参与）

www.wy-fund.com

400-059-8888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开通

未开通

1折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非现场方式7折：移动互联、成长多因子、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润A/C
2018.10.8-10.16，非现场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深圳腾元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移动互联、环
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新兴消
费、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精准医疗A、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绝对收益、增强
收益C

开通

未开通

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于0.6%）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 4折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
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
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
安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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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财基金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双利增强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
、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消费行业、理
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
、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
、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增强收益C、中
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开通

未开通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4折（不低于0.6%）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
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
恒生指数、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
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
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200元（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
长多因子 、国企创新、新型消费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 100元）

322

中天嘉华

医疗服务、货币A/B、国企创新、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
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民营新动力、和聚宝、全额宝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证
银行

未开通

未开通

恒天明泽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双利增强债、双
利债、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
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
增强收益债、添富纯债、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
焦点、价值、货币A/B、贵金、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精准医
疗A、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选A/C、年年泰A/C、年年丰A/C、6月红添利、移动互联、增强
收益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新兴消费、保鑫、民
丰回报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
、盈润A/C、优选回报A、中证精准医疗C、中证互联网医疗A/C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
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指数A/C、中证港股高息A/C、
智能制造、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
深优势精选

开通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美丽30、实业债A/C、高息债A/C、年年利、安中
指数、添富通、安心中国债A/C、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A/B、贵金、季季红
、添富纯债、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A/C、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和聚宝、全额宝、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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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326

328

330

331

332

宜投基金

开通

晟视天下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达欣、盈安保本
、盈鑫保本、多策略定开、医药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
、多元收益、优选回报、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
6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
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贵金、精准医疗、保鑫保本、
增强收益A/C、多策略、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消
费升级

开通

一路财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
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双利增强债
A/C、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达欣混合、盈鑫保本、盈
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
鑫保本、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
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沪港深新
价值、稳健添利A/C、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多策略、和
聚宝、全额宝、中证环境治理A/C、行业整合、智能制造、价
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
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钱景财富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贵金、季季红、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利A/C、社
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
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外延增长、移动互联、环保、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新兴消费、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精
准医疗A、双利增强A/C、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
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高端制造、绝对收
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
、添福吉祥、盈润A/C、弘安A/C、民丰回报、睿丰A/C、增强
收益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全额宝、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智能制造、创新
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2018.4.16-5.11，4折优惠(不低于0.6%)：年年泰
2018.4.20-4.27，4折优惠(不低于0.6%)：年年丰

多策略定开、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
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
双利增强A、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理财7天、策略、民
营活力、多元收益A、理财14天、双利债A、社会责任、理财30
天、可转债A、理财60天、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A、逆向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
、香港优势、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增强收益债券A/C、纯债
公司
（LOF）、恒生指数分级、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优势精选、
（汇成基金）
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B、黄金
及贵金属、中证精准医疗数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
收益、沪港深新价值、移动互联、增强收益A/C、多策略、中
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绝对收益、文体娱乐、战略配
售、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全球消费（RMB）A/C、沪
港深优势精选、创新医药

未开通

以平台为准

未开通

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2016.12.7起费率低于0.6%的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6%
或为固定费用的或不收取申购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未开通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
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双利债、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
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
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恒生、优势、均衡、蓝筹、焦点、
价值、货币、贵金、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新兴消
费、保鑫、民丰回报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盈润A/C、优选回报A、中证精准医疗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
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指数A/C、中证港股高息A/C

100元

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
保健、双利债、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
益、添富消费、美丽30、实业债、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
、安心中国债、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优势、均衡、焦点、
蓝筹、价值、货币、贵金

100元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消费、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
A、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
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债A、社会责任、可转债A、深证300ETF联接
、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券A/C、纯债（LOF）、恒生指数分
级、优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
A/B、黄金及贵金属、精准医疗数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中证
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文体娱乐 10元；创新医药 1
元）

保鑫保本、创新医药

4折（不低于0.6%）
0.1折：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开通

未开通
1折：价值多因子
2018.10.8-10.16，4折：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双利C、社
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
费、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
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
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
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
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
能制造、文体娱乐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贵金、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
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添富消费、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安
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外延增长、移动互联、环保、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
1折起，以代销机构为准：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
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
A、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睿精选A/C、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盈润A/C、
民丰回报、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
2018.10.8-10.16，最低1折，以销售机构公布为准：绝对收益
新医药

未开通

4折优惠(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www.tenyuanfund.com

0755-33376922

www.zcvc.com.cn

400-001-8811

www.5ilicai.cn

400-650-9972

www.chtfund.com

4008-980-618

www.yitfund.com

4008-955-811

www.fundzone.cn

4006199059

www.shengshiview.com

400-818-8866

www.yilucaifu.com

400-001-1566

www.niuji.net

400-678-5095

以平台为准
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2016.12.7起费率低于0.6%的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或为固定费用的或不收取申购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100元
（创新医药 10元）

4折（不低于0.6%）
100元
（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10元）

0.1折：沪港深大盘价值
1折：价值多因子

非现场方式申购（含定投），4折（不低于0.6%）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美元债（RMB）A/C
双利增强A 柜台或电子交易平台 4折
开通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4折（不低于0.6%）

未开通

4折优惠(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未开通

非现场方式定投申购4折（不低于0.6%）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 4折

非现场方式申购（含定投），4折（不低于0.6%）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美元债（RMB）A/C
100元
1折起，以代销机构为准：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精选A、盈润A/C、民丰回报、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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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银基金
（海银财富）

优势、蓝筹、贵金、香港优势、均衡、焦点、价值、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社会责任、逆向、消费行业、成长多
因子、美丽30、外延增长、移动互联、环保、可转债A/C、季
季红、多元收益、安心中国债A/C、实业债A/C、高息债A/C、
年年利、双利债A/C、双利增强债A/C、上证、深300ETF联接、
恒生指数、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货币A/B、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
选回报、精准医疗A、盈鑫、盈安、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6月红添利
、增强收益A/C、和聚宝、全额宝、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
药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
优势精选

广源达信

多策略、盈鑫、盈安、新兴消费、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
、年年利A、安心中国A、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理财7天、策略
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理财14天、双利A、优选回报A、
社会责任、理财30天、可转债A、理财60天、6月红添利、逆向
、香港优势、精准医疗A/C、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
点、价值、贵金、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
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
（RMB）A/C、高端制造、稳健添利A/C、移动互联、增强收益C
、全球医疗（RMB）、深300ETF联接、消费行业、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
消费升级

开通

消费行业、实业债A/C、 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环保、外延增长、成长
多因子、国企创新、新兴消费、达欣A/C、盈鑫保本、稳健添
利A/C、上证、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双利A/C、可转债A/C
、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A/C、逆向、社会责任、策略回报
、医药保健、多策略、盈安保本、民营新动力、医疗服务、添
富通A/B、移动互联、美丽30、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增强收益C、全球医疗（RMB）
、理财7天、理财14天、理财30天、理财60天、战略配售、理
财60天E、创新医药、文体娱乐、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国美基金

开通

未开通

4 折（不低于0.6％）

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未开通
2018.10.8-10.16，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以平台为准
未开通

网上交易，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2018.5.15-5.25，4折：年年益

优势、蓝筹、贵金、香港优势、均衡、焦点、价值、策略、民营活
力、医药保健、社会责任、逆向、添富消费、成长多因子、美丽30
、外延增长、移动互联、环保、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可转债、
多元收益、安心中国债、实业债、高息债、双利债、上证、深
300ETF联接、恒生指数、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货币、中证主要
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
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创新医药

100元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安
心中国A、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双利A、
社会责任、可转债A、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精准医疗A、优
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
A/C、中证中药A/C、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中证新能源车
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100元

消费行业、实业债A/C、 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
指数、安心中国A/C、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国企创新、新
兴消费、达欣A/C、盈鑫保本、上证、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双
利A/C、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增强收益C、社会责任、
策略回报、医药保健保健、盈安保本、民营新动力、医疗服务、添
富通A/B、移动互联、美丽30、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
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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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仓石

开通

未开通

2016.11.11起，1折：
多策略、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新兴消费、实业
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深300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双利增
强A、双利A、环保、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
、社会责任、可转债A、6月红添利A、逆向、香港优势、消费行业、沪
港深新价值、优选回报、稳健添利、长添利、增强收益A、添富纯债、
恒生指数分级、季季红定开债、优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
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B、黄金及贵金属、精准医疗数A/C、新睿精选
A、全球互联（001668）、美元债（RM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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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北证

实业债A/C、高息债A/C、年年利、多元收益债A/C、可转债A/C
、安心中国债A/C、双利增强债A/C、双利债A/C、添富通货币
、深300ETF联接、消费行业、美丽30、医药保健、上证、策略
回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香港优势、移动互联、环
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选A/C、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C、和聚宝、全额宝

开通

未开通

君德汇富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社会责任、逆向、香港优势、上证、安中指数、可转债A/C、
实业债A/C、高息债A/C、多元收益债A/C、安心中国债、双利
债A/C、双利增强债A/C、年年利、添富通、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选A/C、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
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盈润A/C、民丰回报、
6月红添利、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C、行业整合、民安增
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外延增长、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

未开通

未开通

佳鸿基金
（恒久浩信、恒久财
富）

上证、策略回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双
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消
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
、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C、添福吉祥
、盈润A/C、民丰回报、6月红添利、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
益C、价值创造、和聚宝、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
价值、全额宝、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添福吉祥、民丰
回报、港股通专注
成长除外）

万得投顾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混合、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添富通A/B、沪深300A/C、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券、
双利增强、双利债、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
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换债券、深
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增强收益C、优选回报A/C、盈安、盈
鑫、多策略定开、年年利、双利债、6月红、香港优势、保鑫
、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绝对收益、美元债
（RMB）A/C、高端制造、增强收益C、全球医疗（RMB）、深
300ETF联接、盈润A/C、沪港深大盘价值、港股通专注成长、
可转债A/C、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战略配
售、中证新能源车A/C、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
、达欣A/C、民丰A/C、文体娱乐、添福吉祥、行业整合、中证
5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全球消费（RMB）
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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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投），4折（不低于0.6%）

400-808-1016

www.niuniufund.com

4006236060

www.gomefund.com

400-111-0889

www.xincai.com

010-62675369

www.bzfunds.com

400 600 0030
010-68292940

www.kstreasure.com

400-066-9355

www.haofuns.com

4006-525-676

www.520fund.com.cn

400-821-0203

2016.11.16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不设折扣限制，以公告为准

以平台为准
网上交易，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2016.11.16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4折

2016.11.1起，保鑫保本 4折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双利、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
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C、保鑫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增强收益A、添富纯债、恒生指数分级、优
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B、黄
金及贵金属、精准医疗数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美元债
（RMB）A/C、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2016.11.11起，1折：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双利A、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社
会责任、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消费行业、沪港深新价值、达欣A、增强收
益A、添富纯债、恒生指数分级、优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
、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B、黄金及贵金属、精准医疗数A/C
、新睿精选A、全球互联（001668）、美元债（RMB）A/C
2016.11.16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不设折扣限制

2018.10.8-10.16，1折，最低不低于0.1：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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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undhaiyin.com

4折：新睿精选A、高端制造（001725）

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多策略、盈鑫、盈安、保鑫、新兴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
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
安心中国债、双利增强、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成长
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
、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
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消费行业、沪港深新价值、达欣A、稳健添利、长添利
、新睿精选A/C、纯债、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
焦点、价值、货币A/B、贵金、精准医疗A/C、全球互联、中证
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中药A/C、增强收益A/C
、美元债（RMB）A/C、多策略、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文
体娱乐、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2015.4.22起，4 折，（不低于0.6％），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实业债、高息债、多元收益债、可转债、增强收益C、安心中国债、
双利债、添富通货币、沪深300A/C、深300ETF联接、添富消费、美
丽30、医药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香港
优势、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

100元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投），4折（不低于0.6%）

4折优惠(不低于0.6%)
未开通
2018.5.15-5.25，最低1折，以销售机构公布为准：年年益

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逆向、
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添富消费、
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
1折：添福吉祥、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长、高端制造、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高端制
造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投），4折（不低于0.6%）

未开通

消费、实业债、美丽30混合、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
通A/B、沪深300A/C、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债、环保、移动互
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券、社会责任
1折：新睿精选A、全球医疗（RMB）、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 、可转换债券、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增强收益C、盈安、盈鑫
值、价值多因子、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达欣A/C、优选回报A/C、 、双利债、香港优势、保鑫、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美
盈稳、上海国企ETF联接、民丰A/C、文体娱乐、添福吉祥、行业整合、 元债（RMB）A/C、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盈润A/C、港股通
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
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
制造、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达欣A/C、盈稳、上海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国企ETF联接、民丰A/C、文体娱乐、添福吉祥、行业整合、中证
5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文体娱乐

500元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
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新兴消费、高端制造
100元）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投），4折（不低于0.6%）
1折：添福吉祥 、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高端制
造、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以万得公告为准！

以万得公告为准！

4折：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开通

未开通

4折：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100元

1折：新睿精选A、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
、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达欣A/C、盈稳、上海国
企ETF联接、民丰A/C、文体娱乐、添福吉祥、行业整合、中证
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

349

352

355

356

凤凰金信

联泰资产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
、双利A/C、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安鑫智选A/C、新兴消
费、达欣A/C、盈安、盈鑫、稳添利A/C、多策略定开、盈稳、
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优选
回报A/C、社会责任、可转换A/C、深证300ETF联接、6月红添
利A/C、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A/C、纯债、贵金、恒生
、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精准
医疗A/C、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新睿精选A、高端制
造、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稳健添利
A/C、成长成长多因子、移动互联、增强收益A/C、盈鑫保本、
全球医疗（RMB）、深300ETF联接、可转债A/C、行业整合、智
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
A/C、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
费升级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C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
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达欣混合、盈鑫
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保鑫保本、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
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
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RMB）A/C、稳健添利A/C、
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多策略、和聚
宝、全额宝、沪港深大盘价值、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
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
、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
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最低1折，以平台为准
开通

未开通
2018.10.8-10.16，1折起（以凤凰金信为准）：绝对收益

消费、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
富通货币A/B、沪深300A/C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双利A/C、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达欣A/C、盈安保本、盈鑫保本
盈稳保本、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综合指数、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多元收益A/C、社会责任、可转换A/C、深证300ETF联接、逆向投资
、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C、纯债、黄金及贵金属、恒生、优势精选
、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B、精准医疗
A/C、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新睿精选A、美元债
（RMB）A/C、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
整合、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全球医疗（RMB）、沪港深大盘
价值、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
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元）

最低1折，以平台为准

www.fengfd.com

400-810-5919

申购及定投，即可享受申购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申购及定投，即可享受申购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精准医疗A、盈安保本 不设限，以联泰资产公告为准

开通

未开通

申购1折（固定费率除外）：多策略、盈安保本、盈鑫保本、新兴消费
、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安中指数、安心
中国、双利增强A、环保、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
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6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增
强收益A、精准医疗A、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
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全球互联、美元债
（RMB）A/C、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
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双利C、社
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实业债
、高息债、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移动互
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
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
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
、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100元

消费、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策略、民营活力、社
会责任、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逆向、实业债、高息债
、安心中国、双利债、多元收益、可转债、增强收益债、香港优势
、贵金、安中指数、上证、深证300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纯债、恒生指数分级、货币、货币通、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全球
医疗（RMB）、创新医药

100元

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
保健、双利债、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
益、添富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型消费、精准
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全球互联、美元债
（RMB）A/C、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100元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创新医药 10元）

精准医疗A 不设限，以联泰资产公告为准
定投1折（固定费率除外）：盈安保本、盈鑫保本、新兴消费、消
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安中指数、安心中国、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
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
社会责任、可转债A、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精准医疗A、
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
物科技A、中证中药A 、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高端制造、
全球医疗（RMB）、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

www.66zichan.com

400-046-6788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泰诚财富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
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策略回
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优势、均衡、蓝筹、焦点、
价值、香港优势、贵金、上证、安中指数、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深300ETF联接、恒生、年年利、季季红、实业债A/C、
高息债A/C、安心中国债A/C、双利增强债A/C、双利债A/C、多
元收益债A/C、可转债A/C、添富纯债、货币A/B、添富通、中
证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中证环
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全
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新兴消费、新睿A、盈安
、保鑫、民丰回报、美元债（RMB）、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盈润A、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沪港深大盘价
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纯债、优选回报A、中证精准医
疗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500A、沪深300A、中证全指A、
中证港股高息A、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汇付天下
（汇付金融）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债/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理财14天、理财7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实
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
债A/C、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
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达欣混合、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美元债
（RMB）A/C、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C、多策略、和聚宝、全额
宝、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文体娱乐、中证新能源
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
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开通

未开通

4折优惠(不低于0.6%)
2016.2.23起，混合型和股票型基金全部打4折
1折：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新兴消费、新睿A、盈安、
保鑫、上海国企ETF联接、民丰回报、美元债（RMB）、添福吉祥、全球
医疗（RMB）、盈润A、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沪港深大盘价值、
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纯债、优选回报A、中证精准医疗A、中证互联
网医疗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500A、沪
深300A、中证全指A、中证港股高息A

以平台为准
通过汇付天下“天天盈基金”手机APP申购、定投，4折（不低于
0.6%），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为固定金额的，按原费率执行，不
再享有费率优惠：
民营新动力、达欣、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
稳保本、保鑫保本、美元债（RMB）A/C

1折：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新兴消费、新睿A、盈
安、保鑫、上海国企ETF联接、民丰回报、美元债（RMB）、添福吉
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沪港
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纯债、优选回报A、中证精
准医疗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中证环
境治理A、中证500A、沪深300A、中证全指A、中证港股高息A

www.taichengcaifu.com

4006411999

www.tty.com

400-820-2819

www.lingxianfund.com

4000178000

www.zzwealth.cn

400-6767-523

以平台为准
通过汇付天下“天天盈基金”手机APP申购、定投，4折（不低于
0.6%），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为固定金额的，按原费率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民营新动力、达欣、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盈稳保本、保鑫保本、美元债（RMB）A/C

4折优惠(不低于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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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石财富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社会责任、逆向、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香港优
势、贵金、上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深
300ETF联接、恒生、实业债A/C、高息债A/C、年年利、安心中
国A/C、双利增强A/C、双利A/C、多元收益A/C、可转债A/C、
季季红、纯债（LOF）、货币A/B、添富通A/B、精准医疗A、盈
鑫保本、盈安保本、保鑫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添富纯债、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长
添利、6月红添利、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高
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RMB）A/C、移动
互联、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多策略、
行业整合、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
、消费升级

4折优惠(不低于0.6% )

开通

未开通

1折：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 、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消费行业、
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
数、双利增强A、环保行业、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全球移动互联、沪港深新价值、新睿A
、盈安、盈鑫、多策略、盈稳、保鑫、上海国企ETF联接、医药保健、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
、深300ETF联接、6月红A、逆向、香港优势
认、申购最低1折（银行卡购买4折、领先盈转购1折）：全球医疗
（RMB）、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策略、民营活力、社会责
任、逆向、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香港优势、贵金、上
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深300ETF联接、恒生、实业
债、高息债、安心中国、双利、多元收益、可转债、增强收益、货
币A、货币B、添富通A、添富通B、精准医疗A、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
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
制造、全球医疗（RMB）、盈润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2018.10.8-10.16，最低1折：绝对收益

100元
（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
高息债A、年年利A、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双利增强
A、环保行业、移动互联、外延增
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全球移动
互联、沪港深新价值、新睿A、盈
安、盈鑫、多策略、盈稳、保鑫
、上海国企ETF联接、医药保健、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
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
转债A、深300ETF联接、6月红A、
逆向、香港优势 10元）

2016年5月2日起，中正达广网上销售（仅限前端收费模式）4折(不低于
0.6%)（固定费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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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达广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
元收益债、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增强收
益债C、香港优势、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年年泰A/C、年年丰
A/C、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RMB）A/C、稳健添利A/C、6月
红添利、增强收益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造
、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开通

未开通

2016.5.3起，网上、移动端认申购1折：
盈安、盈鑫、消费行业、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
、双利增强A、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双利A、社会责
任、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新兴消费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全球互联
、美元债（RMB）A、高端制造
最低1折：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2016.11.14起，领先盈 ，定投 1折，其余付款方式 ，定投4折，
不低于0.6%：
消费行业、新兴消费、美丽30、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策略、民营活
力、社会责任、逆向、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香港优势
、贵金、上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深300ETF联接
、恒生、实业债A、高息债A、安心中国A、双利A、多元收益A、可
转债A、增强收益A、纯债（LOF）、货币A/B、添富通A/B、精准医
疗A/C、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添富纯债、沪港深新价值、达欣、
1折：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
技A、中证中药A 、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消
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安中指数、双利增强A、环保行业、移动互联、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全球移动互联、
沪港深新价值、新睿A、盈安、盈鑫、多策略、盈稳、保鑫、上海
国企ETF联接、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
、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6月红A、逆向、香
港优势

2016年5月2日起，中证达广网上销售（仅限前端收费模式）4折优
惠(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
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
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
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
联接、逆向、增强收益债C、香港优势、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
保本、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
、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
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0元（保鑫保本 100元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
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10元）

2016.5.3起，网上、移动端认申购1折：
盈安、盈鑫、消费行业、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
中国A、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双利A、社会
责任、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新兴消费、盈
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全球互联
、美元债（RMB）A、高端制造
最低1折：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2016.11.1起，保鑫保本 4折
2016.11.1起，保鑫保本 4折
2018.10.8-10.16，最低1折：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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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安中指数、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深300ETF联接、添
富通货币、香港优势、实业债A/C、高息债A/C、年年利、安心
中国债A/C、双利增强债A/C、双利债A/C、多元收益债A/C、可
转债A/C、消费、医药保健、美丽30、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社会责任、逆向、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虹点基金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
（原北京乐融多源投资 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咨询有限公司）
全球互联、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安鑫智选A/C
（原积木基金）
、达欣A/C、优选回报C、多策略、保鑫保本、长添利、中证精
准医疗C、恒生、稳健添利、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C、盈润A/C
、美元债（RMB）A/C、多策略、和聚宝、全额宝、绝对收益、
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
新医药、成长焦点、沪港深新价值、货币A、价值精选、均衡
增长、蓝筹稳健、优势精选、优选回报A、增强收益A、文体娱
乐、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373

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恒生、添富纯债、季
季红、货币A/B、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
利、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
、双利增强、双利、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
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6月
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精准医疗A、盈安保本、盈鑫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
、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
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
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
稳健添利A/C、移动互联、增强收益A/C、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创新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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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济财富

陆金所资管

大泰金石

盈米财富

和耕传承

奕丰金融

以平台为准
招商银行卡申购（含定投）我司基金，8折
非招商银行卡申购（含定投）我司基金，4折
（不低于0.6%）
1折：民营活力、环保行业、移动互联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www.jimufund.com

010-56409010

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恒生、增强收益A、添富纯
债、货币A/B、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环保、移动、
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
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
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C、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
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创新医药

100元

4折优惠(不低于0.6%)：
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

www.jinqianwo.cn

0755-83999907

自2015年12月7日起，申购2折：
均衡、优势、焦点、价值、蓝筹、货币A、货币A、贵金、恒生、季季红
、增强收益A
添富通货币、策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社会责任、逆向、消费
、美丽30、安心中国债、移动互联、实业债、高息债、成长多因子
自2016年6月20日，申购4折（固定费率除外）：多策略、盈鑫保本、盈 、环保、增强收益C、多元收益、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
安保本、新兴消费、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安中指数、 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
安心中国A、双利增强A、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 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盈润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 A/C、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收益A、双利A、优选回报A、社会责任、可转债A、6月红添利A、逆向、
香港优势、保鑫保本

100元

4折优惠(不低于0.6%)：
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恒生、增强收益A、季季红、
精准医疗A、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
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全球互联、高
端制造、绝对收益
2018.10.8-10.16，4折：绝对收益

深300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移动互联、安中指数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上证、美丽30、香港优势、
策略回报、医药保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消费行业、逆向
、安心中国债A/C、双利A/C、年年利、双利增强A/C、多元收
益A/C、可转债A/C、实业债A/C、高息债A/C、医疗服务、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添富通货币、新兴消费、均衡、优势、焦
点、价值、蓝筹、货币A/B、贵金、恒生、季季红、添富纯债
、精准医疗A、达欣、盈鑫保本、新兴消费、盈安保本、多策
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新睿
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
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
、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和聚宝
、稳健添利A/C、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
、盈润A/C、多策略、理财30天、理财7天、和聚宝、理财60天
、全额宝、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
车A/C、理财60天E、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
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未开通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社会责任、逆向、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香港优
势、贵金、上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深
300ETF联接、恒生、实业债A/C、高息债A/C、年年利、安心中
国A/C、双利A/C、多元收益A/C、可转债A/C、季季红、添富纯
债、货币A/B、添富通A、添富通B、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C、盈润A/C、弘安A/C、民丰回报、睿丰
A/C、添福吉祥、6月红添利、移动互联、港股通专注成长、增
强收益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
值、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
能制造、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
优势精选

开通

1折（以陆金所平台为准）

未开通

以陆金所平台为准
2016.11.1起，保鑫保本 4折

www.lufunds.com

4008219031

1折：全球医疗（RMB）、盈润A/C

2018.10.8-10.16，1折起：绝对收益

4折优惠(不低于0.6%)
未开通
网银4折：添福吉祥、盈润A/C

消费、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策略回报、民营
活力、社会责任、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逆向、实
业债A/C、高息债A/C、年年利、安心中国A/C、双利增强A/C、
双利债A/C、多元收益A/C、可转债A/C、增强收益债A/C、季季
红、香港优势、贵金、安中指数、上证、深证300ETF联接、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恒生指数分级、货币A/B、添富通、新兴
消费、中证精准医疗A/C、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添富纯债、
开通
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
（除优选回报A/C）
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
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增
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深300ETF联接、盈润A/C、多
策略、沪港深大盘价值、港股通专注成长、达欣A/C、优选回
报A/C、民丰回报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中证
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行业
整合、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
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

未开通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
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
、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001725）、
理财7天A/B、理财14天A/B、理财30天A/B、理财60天A/B、优
选回报A/C、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
年益A/C、增强收益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未开通

安心中国A/C、安鑫智选A/C、保鑫、策略回报、成长多因子、
焦点、达欣A/C、多策略定开、多元收益A/C、高息债A/C、国
企创新、恒生、沪港深新价值、安中指数、环保、贵金、货币
A/B、添富通货币A/B、季季红、价值、均衡、可转换A/C、蓝
筹、美丽30、民营活力、民营新动力、逆向投资、年年利A/C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上证、社会责任、深300ETF联接、
实业债A/C、双利增强A/C、双利A/C、外延增长、香港优势、
消费行业、新兴消费、6月红添利定期开放A/C、医疗服务、医
药保健、移动、盈安、盈稳、盈鑫、优势精选、优选回报A/C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纯债、精准医疗A/C、高端制造、绝
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成长成长多因子、移动互联
、增强收益A/C、盈鑫保本、全球医疗（RMB）、盈润A/C、美
元债（RMB）A/C、绝对收益、行业整合、智能制造、中证新能
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
、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
级

100元

以平台为准
招商银行卡申购（含定投）我司基金，8折
非招商银行卡申购（含定投）我司基金，4折
（不低于0.6%）
自2015年11月11日起，民营活力、环保 定投1折
自2015年11月17日起，移动互联1折
2016.2.23起，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非招商银行4折，招商银行8
折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4折（不低于0.6%）
1折：成长焦点、沪港深新价值、货币A、价值精选、均衡增长、蓝
筹稳健、优势精选、增强收益A

上证、安中指数、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深300ETF联接、添富通货
币、香港优势、实业债、高息债、安心中国债、双利债、多元收益
债、可转债、增强收益C、消费、医药保健保健、美丽30、策略、民
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
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
2016.2.23起，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非招商银行4折，招商银行8折
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全球互联、、安鑫智选A/C、达欣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4折（不低于0.6%）
A/C、优选回报C、多策略、盈稳保本、保鑫保本、长添利、纯债、
中证精准医疗C、恒生、盈润A/C、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成
1折：成长焦点、沪港深新价值、货币A、价值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
长焦点、沪港深新价值、货币A、价值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
健、优势精选、优选回报A、增强收益A
优势精选、增强收益A、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以平台为准！
1折优惠（固定费用除外）
2018.5.15-5.25，最低1折：年年益

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开通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开通

未开通

2018.10.8-10.16，以奕丰上传为准：绝对收益

添福吉祥、盈润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100元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10
元）

消费、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策略、民营活力、社
会责任、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逆向、实业债、高息债
、安心中国、双利债、多元收益、可转债、增强收益债、香港优势
、贵金、安中指数、上证、深证300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纯债、恒生指数分级、货币、货币通、新兴消费、中证精准
医疗A/C、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
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
、全球医疗（RMB）、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达欣A/C、民丰回
报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沪深300A/C、
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
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
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
、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C
、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001725）

100元

安心中国A/C、保鑫保本、策略回报、成长多因子、成长焦点、达欣
A/C、多元收益A/C、高息债A/C、国企创新、恒生指数分、沪港深新
价值、沪深300A/C安中指数、环保、黄金及贵金属、货币A/B、添富
通货币A/B、价值精选、均衡增长、可转换A/C、蓝筹稳健、美丽30
、民营活力、民营新动力、逆向投资、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上证
、社会责任、深证300ETF联接、实业债A/C、双利A/C、外延增长、
香港优势、消费行业、新兴消费、医疗服务、医药保健保健、移动
互联、盈安保本、盈稳保本、盈鑫保本、优势精选、增强收益A/C、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纯债、精准医疗A/C、全球医疗（RMB）、盈
润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
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元）

4折

1折优惠，以销售机构为准
（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www.dtfunds.com

4009282266

www.yingmi.cn

020-89629066

www.hgccpb.com

4000-555-671

www.ifastps.com.cn

400-684-0500

4折：保鑫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4折（不低于0.6%，固定费率除外）

382

387

391

392

394

501

507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
元收益债、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逆向、增强收
益债、添富纯债、优势、蓝筹、均衡、价值、焦点、货币A/B
金牛理财网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中证金牛（北京）投 保鑫保本、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中药
资咨询有限公司）
A/C、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高
端制造、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盈润
A/C、多策略、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绝对收益、
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
、理财60天E、中证新能源车A/C、新睿A/C、创新医药、全球
互联、美元债（RMB）A/C、贵金、恒生、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开通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
、双利增强A/C、双利A/C、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安鑫智选
A/C、新兴消费、达欣A/C、盈安、盈鑫、稳添利A/C、多策略
定开、盈稳、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
益A/C、优选回报A/C、社会责任、可转换A/C、深300ETF联接
、6月红添利A/C、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A/C、纯债、
肯特瑞财富
贵金、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
（京东金融-北京肯特
A/B、精准医疗A/C、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新睿精选
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稳健添利A/C、移动互联、增强收
司）
益A/C、盈鑫保本、和聚宝、沪港深大盘价值、可转债A/C、高
端制造、绝对收益、全球互联、民丰回报A/C、美元债（RMB）
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
长、理财60天、理财14天、理财30天、中证500A/C、沪深
300A/C、中证全指证券A/C、中证港股高息A/C、行业整合、智
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
A/C、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
费升级

开通
（绝对收益、全球
互联、美元债、全
球医疗、理财产品
除外）

未开通

开通

未开通

中民财富

云湾投资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添富通、安中
指数、安心中国、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
因子、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
会责任、可转债、逆向、香港优势、优势、均衡、蓝筹、焦点
、价值、货币A/B、季季红、新睿精选A/C、沪港深新价值、6
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战略配售、中证
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文体娱乐、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以平台为准
4折优惠(不低于0.6%)
未开通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1折
（除定开和理财基金以外的其他基金）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100元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创新医药 10元）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价值多因子
2016.12.5起定投金额100元起：民营活力、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安中指数、安
心中国A、环保、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
2016.11.1起，保鑫保本 4折
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A、逆向、盈稳保本、保鑫保本A/C
、实业债债券C、高息债债券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货币
1折：盈润A/C、优选回报A/C、民丰回报A/C、添福吉祥、港股通专注成
A/B、安心中国债券C、双利债券C、达欣混合A/C、黄金及贵金属、
长、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价值
恒生指数分级、多元收益债C、可转债C、深证300ETF联接、增强收
精选、货币A/B、6月红添利、全球医疗（RMB）、价值多因子
益债A/C、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精准医疗数A/C、优势、均衡
、蓝筹、焦点、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全球医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A/C、添福吉祥、港股通专注成长、
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价值
精选、货币A、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500元
2016.12.5部分调整为100元
（全球医疗（RMB）、价值多因子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元）

1折，固定费率除外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未开通

中信建投期货

可转债、成长多因子、外延增长、环保、安心中国债A/C、安
中指数、添富通、年年利、高息债A/C、美丽30、实业债A/C、
消费行业、焦点、蓝筹、价值、优势、均衡、逆向、深300ETF
联接、双利债A/C、社会责任、多元收益A/C、策略回报、上证
、医药保健、季季红、货币A/B、民营活力、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
疗A、盈鑫保本、多策略定开、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
益、年年丰A/C、弘安A/C、6月红添利、移动互联、增强收益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未开通

中信期货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民
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
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理财30天、理财60天
、理财14天、季季红、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
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
债A/C、添富纯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新兴消费、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
值、年年丰A/C、盈润A/C、全球互联、中证中证中药A/C、中
证精准医疗C、6月红添利、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
A/C、价值创造、和聚宝、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全额
宝、中证500A/C、中证环境治理A/C、行业整合、智能制造、
战略配售、民丰A/C、美元债（RMB）A/C、文体娱乐、添福吉
祥、港股通专注成长、价值多因子、沪深300A/C、中证全指
A/C、中证新能源车A/C、全球消费（RMB）A/C

100元
（行业整合、中证新能源车A/C、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元）

增强收益A、恒生、中证精准医疗A/C、优势、均衡、蓝筹、焦点、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双利债
、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
会责任、可转换债、深证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保鑫保本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高端制造、全
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达欣A/C、盈稳、民丰回报A/C、美元债
（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港股通专注
成长、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未开通

4折优惠(不低于0.6%)

www.jnlc.com

400-890-9998

fund.jd.com

95118（个人业务）
4000888816（企业业务）

www.cmiwm.com/front/pc/introduc
tion

400-876-5716

定投1折：民营活力、社会责任、价值、价值多因子、新睿A/C、全
球互联、美元债（RMB）A/C、贵金、恒生

100元

1折：全球医疗（RMB）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实业债C、成长多因子、价值、货币A/B、贵金、恒生、中证精
准医疗A/C、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多策略、盈
鑫保本、盈安保本、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
、安心中国、双利增强、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
开通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换债 （除绝对收益、全
、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逆向、香港优势、中证上海国
球互联、优选回报
企ETF联接、保鑫、添富纯债、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中药
A/C、美元债
A/C、高端制造、稳健添利A/C、增强收益A/C、可转债A/C、中 （RMB）、全球医疗
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绝对收益、全球互联、沪港深
（RMB））
新价值、达欣A/C、优选回报A/C、盈稳、民丰回报A/C、美元
债（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港股
通专注成长、中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
港股高息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
制造、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创新医药

以平台为准
100元
（全球医疗（RMB） 500元）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
国、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药保健保
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增强
收益、逆向、香港优势、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
、全球医疗（RMB）、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
新医药

线上平台申购，1折，具体以代销机构为准

年年利、民营活力、盈安保本、盈鑫保本、多策略定开、新兴
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
、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环保、移动互联、外延、成长多
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
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添富纯债、社会责任、
可转债A/C、6月红添利A/C、逆向、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保鑫保本、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
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货币A/B、双利债券C、达欣混合A/C、贵金、恒生、深
开通
300ETF联接、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精准医疗数A/C、优
（除优选回报A/C）
势、均衡、蓝筹、焦点、全球互联、绝对收益、年年泰A/C、
年年丰A/C、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稳健添利A/C、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优
选回报A/C、民丰回报A/C、添福吉祥、港股通专注成长、中证
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价值
精选、货币A/B、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文
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理财7天A、理财14天A
、理财30天A、理财60A/E、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蛋卷基金
（原蒽次方）

申购1折：民营活力、社会责任、价值、全球医疗（RMB）、盈润A/C、
价值多因子、新睿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贵金、恒生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
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双利、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
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
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
联接、逆向、增强收益债、添富纯债、优势、蓝筹、均衡、价值、
焦点、货币、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高端制造、全球医疗（RMB）、盈润A/C、价值多因
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新睿A/C、文体娱乐、全球互联
、美元债（RMB）A/C、贵金、恒生、创新医药

1折

线上平台定投，1折，具体以代销机构为准
1折：全球医疗（RMB）

1折：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

以平台为准

以平台为准
2016.11.1起，保鑫保本 4折

010-61840688

1折：盈润A/C、全球医疗（RMB）、价值多因子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投），4折（不低于0.6%）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货币、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民营活力、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自2015年11月11日起，通过中信建投期货网上认购新兴消费且认购金额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
低于100万（不含100万元），认购费率6折优惠。（即原认购费率为
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
1.2%，折后认购费率为0.72%。）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
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盈润A/C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优势、货币、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深300ETF联接、逆向投资、多元收益、添富消费、实业债、高息
债、美丽30、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
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港股高息A/C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造、民丰A/C、美元债
（RMB）A/C、文体娱乐、添福吉祥、港股通专注成长、价值多因子
、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新能源车A/C

100元

100元（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
债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500
元）

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投），4折（不低于0.6%）

www.cfc108.com

www.citicsf.com

4008877780

400-990-8826

510

519

529

362

375

380

388

152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上证、添富通、安中指数、深
300ETF联接、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实业债A/C、高息债A/C
、年年利、安心中国A/C、双利增强A/C、双利A/C、多元收益
A/C、可转债A/C、盈鑫保本、新兴消费、盈安保本、多策略定
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6月红
添利、增强收益C

开通
（除新兴消费）

东证期货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双利增强债、双
利债、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
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债、逆
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C、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新睿精选A/C、移动互联、增强收益C、战略配售、创新医
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4折优惠（不低于0.6%，固定费率不享受优惠）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
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双利债、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
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保健、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
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C、创新医药

弘业期货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
双利增强A/C、双利C、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
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
消费、盈安保本、盈鑫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医药保
健、上证综合指数、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债券A/C
、双利债券A、优选回报A/C、社会责任、可转换债券A/C、深
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A/C、逆向投资、香港优势、增强收益
债券A/C、纯债（LOF）、恒生、季季红、优势精选、均衡增长
、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B、黄金及贵金属
、中证精准医疗A、增强收益A/C、可转债A/C、战略配售

开通

未开通

4折（不低于0.6%）：多策略

未开通

基煜基金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双利增强
A/C、双利A/C、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
费、达欣A/C、盈鑫保本、多策略、盈稳保本、医药保健、上
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社会责任、可转债
A/C、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C、纯债、
恒生、季季红、优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
价值精选、贵金、中证精准医疗A/C、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A/C、中证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中证中药指数A/C、全球互联、理
财7天、理财14天、理财30天、理财60天、货币A/B、添富通
A/B、现金宝、全额宝、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
造、中证新能源车、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
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
精选、消费升级

开通

未开通

徽商期货

最低1折
2018.10.8-10.16，最低1折：绝对收益

开通

南京途牛
（途牛金服）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
双利增强A/C、双利A/C、环保行业、移动互联、绝对收益、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全
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新兴消费、达欣A/C、优
选回报A/C、盈安、盈鑫、多策略、盈稳、上海国企ETF联接、
民丰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
营活力、多元收益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
、增强收益C、6月红A/C、逆向、香港优势、理财7天、理财14
天、理财30天、理财60天、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未开通

电盈基金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
双利增强A/C、双利A/C、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
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安
鑫智选A/C、新兴消费、达欣A/C、盈安、盈鑫、稳健添利A/C
、多策略、盈稳、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
元收益A/C、优选回报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
联接、6月红A/C、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C、纯债、恒
生、季季红、优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
值精选、货币、贵金、中证精准医疗A/C、上海国企ETF联接、
保鑫、长添利A、新睿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
技A/C、鑫瑞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医药A/C、全球互联
、价值多因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
体娱乐、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创新医药

挖财基金

蓝筹稳健、消费行业、成长焦点、价值精选、优势精选、美丽
30、多策略、民营活力、医疗服务、均衡增长、社会责任、策
略回报、国企创新、逆向、成长多因子、新兴消费、外延增长
、战略配售、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
级、货币A/B、增强收益A/C、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双
利A/C、实业债A/C、高息债A/C、多元收益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安中指数、纯债、安心中国A/C、
双利增强A/C、恒生、移动互联、添富通B、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民营新动力、环保行业、医药保健、贵金、上证、中证
精准医疗A/C、达欣A/C、安鑫智选A/C、中证全指A/C、保鑫保
本、中证港股高息A/C、优选回报A/C、中证新能源车A/C、香
港优势、盈稳保本、美元债（RMB）A/C、中证中药A/C、中证
生物科技A/C、文体娱乐、新睿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高端制造、上海国企ETF联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
深300A/C、民丰回报A/C、盈润A/C、盈安保本、行业整合、价
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全球互联、智能制造、沪港深新
价值、鑫瑞A/C、盈鑫保本、中证500A/C、创新医药

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交易系统、其他非现场方式申购4折（不低
于0.6%）

www.hsqh.net

4008878707

www.dzqh.com.cn

4008859999

www.ftol.com.cn

400-828-1288

www.jiyufund.com.cn

400-820-5369

www.buyfunds.cn

400-027-9899

jr.tuniu.com

4007-999-999转3

非现场方式4折：6月红添利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
双利增强A/C、双利A/C、环保行业、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
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
价值、安鑫智选A/C、新兴消费、达欣A/C、盈安、盈鑫、稳健
添利A/C、多策略、盈稳、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
活力、多元收益A/C、优选回报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
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A/C、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
A/C、纯债、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
、货币A/B、贵金、中证精准医疗A/C、上海国企ETF联接、保
鑫、长添利、新睿A/C、中证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中证生
物科技A/C、鑫瑞A/C、中证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中证中药
A/C、全球互联、沪港深大盘价值、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
合、智能制造、价值多因子、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消费升级

伯嘉基金

未开通

1折
未开通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未开通

1折

1折
开通

未开通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1折
开通

未开通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100元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
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最低1折起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双利A/C、环保行业、移动
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达欣A/C、盈安、盈鑫、盈稳、医
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C、纯债、
恒生、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贵金、中证精准
医疗A/C、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新睿A/C、中证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中证中药
A/C、全球互联、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
值多因子、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0元

1折

文体娱乐

10元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双利A/C、环保、移动互联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
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达欣A/C、盈安、盈鑫、盈稳、医药保健、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
、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C、纯债、恒生、优
势精选、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贵金
、中证精准医疗A/C、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新睿A/C、中证互联
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医药A/C、
全球移动互联、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
乐、创新医药

100元

1折

www.dianyingfund.com

400-100-3391

蓝筹稳健、消费行业、成长焦点、价值精选、优势精选、美丽30、
多策略、民营活力、医疗服务、均衡增长、社会责任、策略回报、
国企创新、逆向、成长多因子、新兴消费、外延增长、增强收益A/C
、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双利A/C、实业债A/C、高息债A/C、
多元收益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安中指数、
纯债、安心中国A/C、恒生、移动互联、添富通B、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民营新动力、环保行业、医药保健、贵金、上证、中证精准
医疗A/C、达欣A/C、中证全指A/C、保鑫保本、中证港股高息A/C、
中证新能源车A/C、香港优势、盈稳保本、美元债（RMB）A/C、中证
中药A/C、中证生物科技A/C、文体娱乐、新睿A/C、添福吉祥、全球
医疗（RMB）、高端制造、上海国企ETF联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
深300A/C、民丰回报A/C、盈润A/C、盈安保本、行业整合、价值多
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全球互联、智能制造、沪港深新价值、盈
鑫保本、中证500A/C、创新医药

100元
（创新医药 10元）

1折

www.wacaijijin.com

021-50810673

163

腾安基金
（腾讯）

全额宝、香港优势、全球医疗（RMB）、民营活力、理财14天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开通

未开通

香港优势 5折
全球医疗（RMB） 3.75折
民营活力 4折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6折

香港优势、全球医疗（RMB）、民营活力、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10元

香港优势 5折
全球医疗（RMB） 3.75折
民营活力 4折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6折

添富通货币A/B、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医疗服务、高端制造、医药
保健、社会责任、中证精准医疗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
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500A/C、沪深
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优势精选、蓝筹稳健、
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1折

文体娱乐

10元

5折

医疗服务、全球医疗（RMB）、医药保健、全球互联、安心中国C、
消费行业、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多元收益A/C、香港优势、添富
通A/B、保鑫保本、盈安、盈稳、新睿A/C、添福吉祥、逆向、盈鑫
、美丽30、策略回报、盈润A/C、增强收益C、价值多因子、行业整
合、双利A/C、实业债A/C、智能制造、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
移动互联、可转债A/C、社会责任

100元

1折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双利A/C、环保行业、移动
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沪港深新价值、达欣A/C、新兴消费、盈安、盈鑫、盈稳、医药保
健、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社会责任、可转债
A/C、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C、上海国企ETF联
接、保鑫、新睿A/C、全球互联

200元

www.tenganxinxi

95017

www.youyufund.com

021-60907378

www.gxjlcn.cn

4000216088

5折

www.hongtaiwealth.com

4008189598

1折

www.jp-fund.com

400-688-9967

未开通

www.998fund.com

400-699-1888

未开通

www.harvestwm.cn

400-021-8850

2018.10.8-10.16，0.6%：绝对收益

159

350

490

353

368

313

添富通货币A/B、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医疗服务、高端制造
、多策略、理财60天A/E、医药保健、理财14天A、社会责任、
理财30天A、理财7天A、中证精准医疗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
证500A/C、沪深300A/C、中证全指A/C、中证港股高息A/C、优
势精选、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精选、货币A、创新医药
、文体娱乐、6月红、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消费升级

开通

国信嘉利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医疗服务、民
营新动力、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新兴消费、理财60天E、医
药保健、社会责任、创新医药、文体娱乐

开通

未开通

洪泰财富

医疗服务、全球医疗（RMB）、医药保健、全球互联、安鑫智
选A/C、安心中国C、消费行业、双利增强A/C、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理财60天E、多元收益A/C、香港优势、添富通A/B、
保鑫保本、盈安、盈稳、新睿A/C、添福吉祥、逆向、盈鑫、
美丽30、策略回报、盈润A/C、增强收益C、价值多因子、行业
整合、双利A/C、实业债A/C、智能制造、高端制造、沪港深新
价值、移动互联、优选回报A/C、可转债A/C、社会责任、沪港
深优势精选

未开通

未开通

钜派钰茂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双利增强A/C
、双利A/C、环保行业、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安鑫智选
A/C、达欣A/C、新兴消费、盈安、盈鑫、盈稳、医药保健、上
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优选回报A/C、社会
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
益C、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新睿A/C、鑫瑞A/C、全球互联

开通

未开通

朝阳永续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C、双利增强A/C
、双利A/C、环保行业、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安鑫智选
A/C、达欣A/C、新兴消费、盈安、盈鑫、盈稳、医药保健、上
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C、优选回报A/C、社会
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
益A/C、纯债、恒生、均衡增长、蓝筹稳健、成长焦点、价值
精选、货币A/B、贵金、中证精准医疗A/C、上海国企ETF联接
、保鑫、新睿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A/C、
鑫瑞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智能
制造、创新医药、文体娱乐、6月红

未开通

未开通

智能制造、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恒生、价值多因子、
中证全指证券A、中证500A、盈稳、消费行业、中证港股高息A
、沪深300A、民丰回报A、港股通专注成长、盈润A、优选回报
A、全球医疗（RMB）、添福吉祥、美元债A（RMB）、全球互联
、盈安、实业债A、多元收益A、可转债A、双利增强A、保鑫、
新睿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互联网医疗A、
中证中药A、沪港深新价值、国企创新股票、中证精准医疗A、
上海国企ETF联接、高端制造、纯债、香港优势、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新兴消费、成长多因子、民营活力、价值精选、
盈鑫、安心中国A、双利A、高息债A、增强收益A、美丽30、蓝
筹稳健、成长焦点、深300ETF联接、社会责任、安中指数、策
略回报、优势精选、医药保健、逆向投资、医疗服务、贵金、
上证、环保行业、均衡增长、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民营新动
力、中证新能源车A、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有鱼基金

嘉实财富

1折
6月红添利 4折
未开通
2018.5.15-5.25，1折：年年益

4折
6月红添利 1折
2018.10.8-10.16，4折：绝对收益

未开通

1折

680693

680615

680622

680649

680675

680674

680696

爱建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外延增长、成长多因
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
、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
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
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
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
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
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
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线、价值多因子、
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
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网银4折（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
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
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0元

http://www.ajzq.com

4001-962502

300元
（医疗服务、民营新动力、新兴
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
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 100元）

http://www.essence.com.cn

4008001001

www.bhzq.com

4006515988

http://www.cfzq.com

0731-4403319

www.cf-clsa.com

021-68777877

www.ctsec.com

96336（浙江）,40086-96336（全
国）

http://www.s10000.com/

400-612-8888

安信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
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
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
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
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
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
、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
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
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全球医疗（RMB）、战略
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
证银行

开通

未开通

网银4折（不低于0.6%）：全球医疗（RMB）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生物中证互联网
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
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
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
业整合、价值多因子、全球医疗（RMB）、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
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渤海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
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
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
联、环保、外延增长、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
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
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
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
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成长成长多因子、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
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
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未开通

外延增长 网银4折（不低于0.6%）

外延增长、国企创新，添富纯债、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

财富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
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
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
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
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
、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
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
、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
深大盘价值、快钱、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
选

开通

未开通

上海华信证券
(原：财富里昂)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
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C、增强收益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

开通

未开通

财通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香港优势、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
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年年利、
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
联、环保、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
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新
睿精选A/C、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
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
、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绝
对收益、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
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
港深大盘价值、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
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价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
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
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盈鑫、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
A/B、贵金、盈安保本、精准医疗A、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
高端制造、增强收益A、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
A/C、快钱、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
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战略配售

未开通

财达证券

未开通

100元

外延增长 网银4折（不低于0.6%）

未开通

网银4折：年年利

1折优惠：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C、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香港优势、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C、消
费、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移动互联、环保、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精选A/C、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最低1折：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多策略、盈润A/C、民丰
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
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100元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C、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香港优势、逆向、多元收益A/C、消费、安
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
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沪港深新
价值、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
、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
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
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最低1折，以平台为准

2018.10.8-10.16，最低1折：绝对收益

未开通

未开通

680692

680634

680614

680643

680668

680663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
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
、多元收益、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
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
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
要消费ETF联接、6月红添利债券、精准医疗A、新睿精选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
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
、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沪深
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
、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
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
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长城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
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快线、消费行业、理财
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
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A/C、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
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
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
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
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
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
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
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
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未开通

长江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
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
A/C、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
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
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
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
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盈润A/C、
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贵金、港股通专
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
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
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
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
银行、绝对收益

开通

大同证券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C
、消费、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安中指数
、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
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
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
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
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
、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
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全额宝、快钱、价值多因子、智
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德邦证券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香港优势、货币A/B、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
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
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
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精准医疗、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
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
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
祥、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
、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
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
、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
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第一创业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
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
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
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
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
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
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
、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
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
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长城国瑞证券
（厦门证券）

未开通

网上交易、手机委托申购4折（不低于0.6%）
网上交易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
、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
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
2018.10.8-10.16，网上交易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
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
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
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
、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
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200元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 100元）

www.cgws.com

未开通

价值、沪港深新价值 1折

未开通

均衡、焦点、货币A、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
2011.8.8开始 通过电子渠道4折（不低于0.6%）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网上交易、手机证券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全球医疗（RMB）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
、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 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
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
价值多因子、优势精选
A/C、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
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全
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
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
子、中证新能源车A/C、添富优势、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300元

增强收益A、恒生、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贵金、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最低4折，折后不低于0.6%：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
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 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
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
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
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
2018.10.8-10.16，最低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价
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未开通

www.xmzq.cn

未开通

2011.8.8开始 通过电子渠道（包括网上交易系统、手机证券交易
系统）4折（不低于0.6%）：
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
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
、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
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生物中证互联网
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
高端制造

0592-5163588

4006666888

http://www.95579.com

95579或4008-888-999

100元

www.dtsbc.com.cn

4007121212

300元

http://www.tebon.com.cn

4008888128

www.fcsc.cn

4008881888

网上交易、手机证券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添富优势

网银4折优惠（增强收益A 75折）(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2015年7月23日起，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投），即可享受申购费率
最低4折优惠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
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
（RMB）A/C、高端制造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 精选A/C、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疗（RMB）、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 、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
2018.10.8-10.16，4折：绝对收益
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2015年7月23日起，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投），即可享受申购
费率最低4折优惠。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
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生物中证互
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
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
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
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
多因子

680638

680631

东北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
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
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
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
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
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
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
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弘安A/C
、增强收益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
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
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
精选、中证银行

东方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C、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
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
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
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
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
、行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
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双利增强债A/C、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安鑫智选、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
、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稳健添利、多策略
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保本、新睿精
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
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
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添福
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
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
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
、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
、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开通

开通

680653

东海证券

680650

东莞证券

优势、货币A/B、精准医疗A、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
科技A/C、中证中药A/C

东吴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快线、消费行业、实业债
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
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
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
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
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
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
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
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
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
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
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
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
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
、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
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
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627

东兴证券

未开通

http://www.nesc.cn

4006000686、0431-85096733

http://www.dfzq.com.cn

95503

未开通

www.longone.com.cn

95531；400-8888-588

未开通

未开通

http://www.dgzq.com.cn

961130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生物
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
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
、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www.dwzq.com.cn

4008601555

http://www.dxzq.net

4008-888-993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双利、社会责任、可转
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
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网银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
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 保本、盈稳保本、保鑫保本、添富纯债、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选A/C、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
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10.4.7开始 通过网上交易、电话、手机交易系统申购享受4折优惠
(不低于0.6%)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恒生指数、移动
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
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
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润A/C、
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
、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
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
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
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
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680628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
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
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生物中证互联网
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
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未开通

网上、手机端4折，柜台8折（不低于0.6%）

自2012年4月23日起，网上交易费率4折(不低于0.6%)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未开通

未开通

100元

200元
（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
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
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
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
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100元）

100元

4折优惠(不低于0.6%)：
消费行业、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医药保健
保健、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双利A、社会责任、可
转债A、深300ETF联接、增强收益、香港优势、贵金、恒生、精准
医疗A、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盈稳保本、添
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
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盈安
保本、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网银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
、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
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

4折

680633

680635

680605

680636

680652

680648

方正证券

优势、货币A/B、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链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安中
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
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
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
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
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
、年年泰A/C、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年年丰A/C、美元债
（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盈润A/C、
沪深300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
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理财30天、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理财60天、快线、价值多因子
、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

光大证券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
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
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
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
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
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
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
、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
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
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
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
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
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6月红
添利债券、精准医疗A、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
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沪港深新价值、中证500A/C、沪深300A/C、增强收益A/C、中
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
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中证
银行

开通

广发证券

广州证券

国都证券

国海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 、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
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
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
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
、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
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
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
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
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
吉祥、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
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
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
、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
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
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优势、货币A、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C、蓝筹、价值、上证、策
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
贵金、深300ETF链接、逆向、多元、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
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2017.8.1-2017.8.22，通过方正证券场外认购中证500基金，可享受认购费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混
率5折优惠。
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
安保本、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A/C、中
2017.8.28-2017.9.15，通过方正证券场外认购沪深300A/C基金，可享受认
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
购费率5折优惠。
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
娱乐、创新医药
网上认购费率5折：高端制造（001725）

开通

未开通

网上交易、手机费率4折优惠（增强收益A 75折、多元收益、实业债 6
折）(不低于0.6%)

未开通

最低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盈
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
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100元

优势、均衡、蓝筹、焦点、增强收益债A、价值、社会责任、可转债
A、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债A、消费行业、实业债A
、美丽30、高息债A、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恒生、移动、环保
、外延、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盈稳保本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生物中证互联
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
、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100元（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
药A 300元）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生物中证互联网
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
制造、文体娱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创新医药

200元
（创新医药 100元）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添富纯债、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
、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
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
、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
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0元

消费行业、美丽30、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环保、移动、外延、成
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
兴消费、医药保健保健、策略回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深圳
300ETF联接、逆向投资、香港优势、均衡、蓝筹、价值、黄金、精
准医疗A、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
环境治理A、中证中药A、焦点、优势、全球互联、美元债（RMB）
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盈润A/C、民丰回报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
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2016.2.22起，通过光大证券“金阳光交易系统”（仅限前端、场
外模式），定投4折，不低于0.6%

www.foundersc.com

95571

http://www.ebscn.com

95525、4008888788、10108998

http://www.gf.com.cn

95575

http://www.gzs.com.cn

95396

http://www.guodu.com

400-818-8118

http://www.ghzq.com.cn

95563

2018.10.8-10.16，最低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2017.4.10起，网上、手机委托系统申购部分开放式基金（场外前端收
费模式）, 享有1折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
申购费率执行。
未开通
网上交易、手机证券1折（固定费率除外）：6月红添利
1折：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网上交易费率4折(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网上交易、手机炒股4折（不低于0.6%）：6月红添利
2018.10.8-10.16，网上交易费率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均衡、货币A/B、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
、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
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
、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
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
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
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
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焦点、优势、
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
福吉祥、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沪港深
大盘价值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
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安心中国债A/C、国企
创新、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
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
药A/C、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
年丰A/C、美元债（RMB）A/C、环保、年年益A/C、港股通专注
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
A/C、价值创造、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
中证银行

开通
（除新兴消费、港
股通专注成长）

未开通

2015年8月31日起，4折（不低于0.6%）；原申购费低于0.6%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
网上交易、手机炒股通过前端、场外申购4折（不低于0.6%）：添福吉
祥、沪深300(LOF)
网上交易、手机炒股申购（限前端、场外模式），最低优惠至0.6%：成
长焦点
2018.10.8-10.16，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电子渠道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不含多元收益、实业债、高息债、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安心中国债）
美丽30、高息债、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
物科技A、中证中药A、环保、沪港深、国企ETF联接、美元债
2018.10.8-10.16，电子渠道费率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RMB）A/C、高端制造、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沪
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
药

网上定投4折：沪深300(LOF)、中证500A/C、中证港股高息A/C、价
值多因子
1折：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4折（不低于0.6%；原费率低于0.6%的，按照原费率）

100元（价值、环保、沪港深、国
企ETF联接 300元）

网上交易、手机炒股通过前端、场外申购4折（不低于0.6%）：添
福吉祥、沪深300(LOF)

柜面定投8折优惠；网上定投4折优惠（不低于0.6%，限场外前端收
费）、逆向未参加

680689

680644

国金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快线、消费行业、实业债
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
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
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
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
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
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
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
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
、中证全指证券A/C、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
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
精选、中证银行

国联证券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A/B、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A/C、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
A/C、快线、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
年利、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
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
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
、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
、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
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
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行
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
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开通

未开通

开通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货币、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 、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多
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ETF联接、新睿精选A/C、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
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
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
网上交易4折：6月红添利
（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2018.10.8-10.16，4折：绝对收益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2010.11.22开始网上4折优惠（不低于0.6%）
2017.2.16 认购费率1折：高端制造

未开通

684

国融证券

理财7天、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
、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
添福吉祥、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民营新动力、6月红添利、贵金、移动互联、优势、港股
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盈鑫保本、年年利、深300ETF联
接、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货币A/B、中证全指证券A/C、价
值创造、理财30天、安中指数、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
大盘价值、多策略、理财60天、外延增长、策略回报、优选回
报、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
A/C、中证中药A/C、价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
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680656

国盛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精准医疗A、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
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

国泰君安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
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
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
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
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
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
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
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
、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
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
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
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
银行

开通

未开通

603000

国信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
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行业ETF、成长多因子、恒生指数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
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
开、环保、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
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新睿精选A/C、中证中药A/C
、全球互联、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高端制造、年年泰
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
（RMB）、弘安A/C、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
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
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
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除新兴消费、港
股通专注成长）

未开通

680621

国元证券

优势、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
健、贵金、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6月红添
利债券、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国企ETF联接、双利A/C、新
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
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

未开通

未开通

601000

逆向、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未开通

500元
（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
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
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
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
能源车A/C、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www.gjzq.com.cn

网上定投4折（不低于0.6%）：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高息债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
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
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
A、中证生物科技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盈安保本、高
端制造

200元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非柜台渠道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500A/C、全球医疗（RMB）、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生物
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
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2018.10.8-10.16，非柜台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网上交易 银证联名卡网上（非柜台渠道）交易4折（增强收益A 75
折）；非联名卡9折(不低于0.6%）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
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成
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精准医
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全
球医疗（RMB）、中证港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未开通

200元（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深300ETF联接、、消费、实业
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
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
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
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
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
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
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
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
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
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
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
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
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100元）

500元（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
、中证港股高息A/C、沪港深大盘
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
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95570

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 、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
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

www.glsc.com.cn

95310

非柜台渠道4折（不低于0.6%）：高端制造

www.rxzq.com.cn

010-83991737

http://www.gsstock.com

4008222111

http://www.gtja.com

95521

www.guosen.com.cn

95536

http://www.gyzq.com.cn

95578

608000

海通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
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
行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
、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A/C、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
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
、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
、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
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
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
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
选、中证银行

680655

恒泰证券

优势、均衡、焦点、货币A/B、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双利增强A/C、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
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
、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全球医疗（RMB）、
中证500A/C、盈润A/C、沪深300A/C、弘安A/C、增强收益A/C
、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
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中证互联网医疗
A/C、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
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680681

红塔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深300ETF、快线、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增强收益A、中证互联网医疗A/C

华安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实业
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
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
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
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
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
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
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
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
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
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
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680647

680691

680733

680671

开通

200元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
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生物中证
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
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价
值、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
新睿精选A/C、添福吉祥、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
医疗（RMB）、盈润A/C、高端制
造、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
、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
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
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
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
医药 100元）

95553

300元（移动互联、环保、双利增
强A、双利增强C、外延增长、成
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
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
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
证中药A、沪深300(LOF)A/C、中
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
润A/C、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
全指证券A/C、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中证新能源车A/C、智
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http://www.cnht.com.cn

0471-4961259

http://www.hongtastock.com/

4008718880

www.hazq.com

96518（安徽）、400-80-96518
（全国）

www.cnhbstock.com

400-820-9898

开通

未开通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

100元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
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
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100元

网银4折优惠（不低于0.6%）
开通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开通

华金证券

货币A/B、精准医疗A、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

未开通

华福证券
（即广发华福）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
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
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
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
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润A/C
、弘安A/C、沪深300(LOF)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
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
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
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
证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
、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
网银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多 恒生指数、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
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
A/C、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C、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
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
互联网渠道1折：6月红添利
债（RMB）A/C、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
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
2018.5.15-5.25，网银4折（不低于0.6%）：年年益
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定投8折优惠（不低于0.6%）

100元

4折（不低于0.6%）：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消费、恒生指
数、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网银4折：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新睿精选
A、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
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沪深300(LOF)
、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
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www.huajinsc.cn

未开通

网银4折
开通

2018.4.20-4.27，非柜台4折（不低于0.6%）：年年丰

网上交易系统定投0.6%：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
价值、上证、策略、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A、逆向、实业
债、美丽30、高息债

通过手机、网上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 4折（不低于0.6%）

未开通

网上定投4折/柜台8折：
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新睿精选、盈安、盈鑫、盈
稳、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
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
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
整合

http://www.htsec.com

优势、均衡、焦点、货币A、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生物
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中证
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中
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
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
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
丽30、年年利、恒生指数、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
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双利A/C、新睿精选A/C、中证互
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
药A/C、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
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盈
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
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
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中证银行

华宝证券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网上交易费率4折优惠（增强收益A 75折）(不低于0.6%)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网银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
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生物互联网医疗A、环境治理A、生物科技A、中药A、全球互联、沪
港深新价值、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
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未开通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
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
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
、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
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0元（深300ETF联接、逆向、消
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
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
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
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
药A、添福吉祥、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
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
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
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
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
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
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
元）

2016.5.30起，盈安保本 网银4折

www.hfzq.com.cn

4008211357

4008896326

680672

680695

华龙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
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
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
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
、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
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
、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中证
港股高息A/C、快钱、价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
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
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中证银行

华融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
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
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全球互联、纯债、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
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
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6月红添利、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高端制造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和聚宝、
行业整合、沪港深大盘价值、全额宝、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
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多策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 精选A/C、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多因子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沪深300(LOF)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
2018.10.8-10.16，4折：绝对收益
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
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
乐、创新医药

100元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双利C、社
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
费、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
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
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盈安保本、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
、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
（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
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
源车A/C、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100元

自2014年7月24日起，通过手机、网上、柜台交易方式申购(含定投)，
均享受申购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季季红、年年利除外)
开通

未开通

网上交易 4折；柜台申购

开通

未开通

8折（不低于0.6%）

网上交易最低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中证500A/C、多策略、
盈润A/C、年年利、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
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2018.10.8-10.16，网银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自2014年7月24日起，通过手机、网上、柜台交易方式申购(含定
投)，均享受申购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
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网上 4折；柜台 8折（不低于0.6%）

www.hlzqgs.com

0931-96668、400-689-8888

www.hrsec.com.cn

400-898-9999

www.htsc.com.cn

95597

www.cfsc.com.cn

021-32109999；029-68918888

www.chinalions.com

4001883888

http://www.jhzq.com.cn/

400-666-2288

www.jyzq.cn

400-8888-228

www.tyzq.com.cn

4006-5432-18

2010.11.16起全产品4折优惠(不低于0.6%)
网上4折，柜台8折（不低于0.6%）：精准医疗

680624

华泰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成长成长多因子、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
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
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
、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
开通
本、消费行业、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沪深300(LOF)A/C
接、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中证500A/C、中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 证港股高息A/C、中
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美元债（RMB）A/C、深证
证全指证券A/C、港
300ETF、中证500A/C、沪深300A/C、移动互联、港股通专注成
股通专注成长除
长、增强收益A/C、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中证港股
外）
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安中指数、理财
7天、外延增长、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
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
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网上交易4折（不低于0.6%）：盈鑫保本、年年利

未开通

最低1折（固定费率除外，具体以华泰证券公告为准）：优势、香港优
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成长成
长多因子、多策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
可转债A、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优选回报
A、中证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A、盈鑫、盈安、消费行业、盈稳、纯债
、新睿A、中证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证互联网
医疗A、中证中证中药指数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
A、美元债（RMB）A、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年年利A、中证中证
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环
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恒生、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价值
多因子

2010年9月21日开始
1、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基金，4折
2、通过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基金，8折
精准医疗、盈鑫保本 网上4折，柜台8折（不低于0.6%）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
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成长多因子、生物中证互
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100元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
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自助式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电话委托、手机证券、磁卡委托、热
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自助系统）4折，不低于0.6%：6月红添利
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
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
2018.10.8-10.16，网银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
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1折优惠：沪深300A/C(LOF) 、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多策略
、年年利、中证全指证券A/C

2017.8.1起，最低1折（固定费率除外，具体以华泰证券公告为
准）：优势、香港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成长成长多因子、民营活力、医药保健保健、双利
A/C、社会责任、可转债A、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
A、优选回报A、中证精准医疗A、盈鑫、盈安、消费行业、盈稳、
纯债、新睿A、中证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
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美元债
（RMB）A、实业债A、美丽30、高息债A、中证中证主要消费ETF联
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环保、移动互
联、外延增长、恒生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680677

华鑫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
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双利增强债A/C(上海、
西安、深圳、北京、常州网点)、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
、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
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
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
医疗（RMB）、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
、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
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
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667

华林证券

快线、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
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
药A/C、战略配售

江海证券

快线、精准医疗A、多策略、盈安、盈稳本、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双利A/C、添富纯债、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
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
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
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民营新动力、6月红添利、成长成长多因子、移动互联、
优势、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盈鑫保本、年年利、
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货币A/B、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
造、理财30天、安中指数、消费行业、理财7天、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理财60天、外延增长、策略回报
、可转债A/C、快钱、优选回报、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
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沪港深优
势精选

开通

金元证券

香港优势、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
联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C、快线、6月红添利债券、
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

开通

未开通

九州证券
（原天源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深
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
A/C、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优选回报、6月红添利
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精准医疗A、多策略定开、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美
元债（RMB）A/C、添福吉祥、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
、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高端
制造、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中证互联网
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开通

未开通

券

商

680686

680664

680687

网银4折优惠（不低于0.6%）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
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
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
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
、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网银4折优惠（不低于0.6%）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100元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

300元

4折
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
球医疗（RMB）、盈润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4折

开源证券

消费行业、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年年利、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添富通、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双利A/C、双利增
强A/C、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
新、民营新动力、医药保健、上证、策略回报、多元收益债、
社会责任、可转债、深300ETF联接、6月红添利债、逆向、香
港优势、增强收益债、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
点、价值、货币A/B、贵金、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中证上海
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沪港
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
益A/C、添福吉祥、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
报、睿丰A/C、移动互联、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
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高端制造、价值多因子、智能
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未开通

联储证券

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30、高息债A/C、年年利A/C、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添富通A/B、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
、双利A/C、双利增强A/C、环保、移动、外延、成长多因子、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沪港深新价值、新兴消费
、盈安、盈鑫、多策略、盈稳、医药保健、上证、理财7天A/B
、理财14天A/B、理财30天A/B、理财60天A/B、策略回报、民
营活力、多元收益A/C、优选回报A/C、社会责任、可转换A/C
、6月红添利A/C、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债A/C、纯债、
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
贵金、精准医疗A/C、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保鑫、新睿精选
A/C、货币A、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
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移动互
联、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盈鑫保本、深300ETF联
接、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
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可转债A/C、价值多因
子、智能制造、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
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中证银行

未开通

未开通

680685

联讯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医药保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
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高息债、恒生指数、环保、外延
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
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
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
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
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
、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
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沪深
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
、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
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
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智能制造、创新医药、全球消
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620

民生证券

上证、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添福吉祥
、中证500A/C、盈润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焦点、高端制造、智
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未开通
（除焦点，高端制
造）

民族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
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
A/C、高息债A/C、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恒生
指数、移动互联、环保、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医疗服务、外延增长、优选回报、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精准医疗A、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
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
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
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盈
润A/C、沪深300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中证港股
高息指数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
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南京证券

快线、精准医疗A、、恒生、季季红、优势、均衡、蓝筹、焦
点、价值、货币A/B、贵金、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
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弘安A/C、沪深
300A/C、睿丰A/C、增强收益A、中证全指证券A/C、中证500A
、纯债、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中证新能源车A/C、战略配售、中证银行

开通
（除纯债）

平安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双利增强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
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
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
、行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
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双利增强A/C、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
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
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
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
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盈润
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
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
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
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
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
银行

680711

742

680690

640

680646

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
A、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
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高端制造、沪港深大
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
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增强收益债A/C、纯债、恒生、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
币A/B、贵金、精准医疗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中药A/C、添福吉祥、沪深300A/C、中
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
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
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
医药

100元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医药保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生物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
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沪深300A/C、中
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
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
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
医药

300元

未开通

焦点、高端制造、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
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

100元

4折，不低于0.6%：高端制造

1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多
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
多因子

消费行业、美丽30、环保、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医药保健保健、
策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逆向、香港优势、贵金、上证、深证
300ETF链接、安中指数、实业债A、高息债A、安心中国债A、多元收
益A、可转债A、增强收益A、双利A、货币A、新睿精选A/C、生物中
网银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LOF)、中证500A/C、多策
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
略、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
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A/C、
中证500A/C、盈润A/C、中证港股高息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
2018.10.8-10.16，网银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4折，不低于0.6%：高端制造

1折：增强收益债A/C、纯债、恒生、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
值、货币A/B、贵金、精准医疗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
物科技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中药A/C、添福吉祥、沪深
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
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500万以下4折优惠：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

www.kysec.cn

4008608866

www.lczq.com

400-620-6868

www.lxzq.com.cn

400-8888-929

www.mszq.com

400-619-8888

www.e5618.com

400-889-5618

www.njzq.com.cn

4008285888

www.pingan.com

95511-8

2015.11.6起 4折（不低于0.6%）
未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网银4折（不低于0.6%）：添福吉祥、沪深30(LOF)、中证500A/C

非现场交易，4折（不低于0.6%）：增强收益A、恒生、季季红、优势、
中证500A、纯债、沪深300A、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证环境治
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货币A/B、贵金、中证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
理A、中证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中证中药A、中证精准医疗A、价
证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中证中药A、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沪深300、
值精选、增强收益A、蓝筹、焦点、优势、贵金、均衡
中证500A、纯债、中证精准医疗A、中证全指证券A/C

2015.8.12起 线上申购或定投，申购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开通

4折优惠（不低于0.6%）
100元

1折：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
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
治理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生物科技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
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多策略、盈
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
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2018.10.8-10.16，1折：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混
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双利C、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
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
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
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
深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
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
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4折优惠（不低于0.6%）

2015.8.12起 线上申购或定投，申购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100元

1折：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生物科技A、全球互联、美
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
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680684

日信证券

均衡、货币、焦点、蓝筹、价值、上证、民营活力、香港优势
、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深300ETF联接、逆向、季
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
丽30、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环保、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精准医疗A

开通

未开通

680678

瑞银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
、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
债A/C、高息债A/C、美丽30、恒生指数、移动互联、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6月红添利债券、精准
医疗A、双利A/C、中证A/C、增强收益A/C、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开通

未开通

680625

山西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医药保健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
、理财14天、多元收益、快线、消费行业、实业债A/C、美丽
30、高息债A/C、6月红添利债券、精准医疗A、盈稳保本、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增强收益A/C、中证互联网医
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开通

未开通

上海证券

优势、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
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
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
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
、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
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
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开通
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
（中证500A/C、民
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丰回报、中证全指
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
证券A/C、港股通专
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
注成长除外）
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
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
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中证全指证
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快钱、价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
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
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680641

680659

680610

680661

宏源证券
(申万宏源西部)

申万宏源证券
（原申银万国）

世纪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
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
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
、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
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
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
（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
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
、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
深大盘价值、双利增强A/C、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
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
、香港优势、医药保健、货币A/B、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
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
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
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
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
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
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
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
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
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润
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
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
A/C、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双利增强A/C、
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
、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
选、中证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贵金、深300ETF联接、逆
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
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中证精
准医疗A/C、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
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新睿精选
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
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盈润A/C、民丰回
报、睿丰A/C、外延增长、理财7天、社会责任、可转债A/C、
中证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证环
境治理A/C、中证中证中药A/C、美元债(RMB)A/C、中证500A/C
、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
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
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
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
精选

开通

未开通

2010.8.4起网上申购4折优惠，不低于0.6%

2009.5.8开始网银6折优惠（增强收益A 75折）(不低于0.6%)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
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100元

www.rxzq.com.cn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
债、美丽30、高息债、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10万元

www.ubssecurities.com

400-887-8827、010-58328888

http://www.i618.com.cn

400-666-1618、95573

http://www.962518.com

021 -962518、4008918918

www.hysec.com

400-800-0562

http://www.sywg.com

95523或4008895523

www.csco.com.cn

0755-83199599

未开通

网上申购4折（不低于0.6%）：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
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
保、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精准
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沪深300(LOF)、中证500A/C、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
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
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优势、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
、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
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
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
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
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200元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安保
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生物中证互联网
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
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
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
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
乐、创新医药

500元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货币、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
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
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500元

优势、均衡、货币 、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贵金、实业债、美
丽30、高息债、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
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0元（高息债、汇添富医疗服务
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添福吉祥、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
A/C、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
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
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
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010-88086830

2018.10.8-10.16，网银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未开通

网银4折、电话委托5折（不低于0.6%）：优势、均衡、货币、焦点、蓝
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添富消费、美丽30、安中指数、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
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沪港深新价值、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多策略、盈润A/C、
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
成长、价值多因子

网银4折、电话委托5折：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4折（折后不低于0.6%）：多策略、全球移动互联、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2018.10.8-10.16，网上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开通

未开通

网银4折、电话委托5折（不低于0.6%）：优势、均衡、货币、焦点、蓝
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添富消费、美丽30、安中指数、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
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
500A/C、全球医疗（RMB）、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
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价值多因子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4折（折后不低于0.6%）：全球移动互联、行业整合

网上4折，电话5折：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2018.10.8-10.16，网上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开通

未开通

1折：沪深300(LOF)、中证500A/C

705

680709

680697

680619

680676

首创证券

高息债A/C、多元收益、消费行业、美丽30、民营活力、社会
责任、移动互联、外延增长、盈鑫保本、优势、蓝筹、均衡、
焦点、价值、医药保健、逆向、优选回报、香港优势、贵金、
成长成长多因子、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环保、可转债、理
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理财7天、安心中国
、实业债、年年利、双利A/C、双利增强A/C、上证、深300ETF
联接、精准医疗A、恒生、安中指数、货币A/B、添富通、新睿
精选A/C、绝对收益、美元债（RMB）A/C、6月红添利、港股通
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价值创造、和聚宝、沪港深大盘价值
、全额宝、策略回报、快线、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
治理A/C、全球互联、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
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1折
开通

非现场方式1折：6月红添利
2018.10.8-10.16，非现场1折：绝对收益

高息债、多元收益、消费、美丽30、策略、民营活力、社会责任、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盈鑫保本、优势、蓝筹、均衡、焦点、价值
、医药保健保健、逆向、优选回报、香港优势、成长成长多因子、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环保、增强收益A、可转债A、安心中国A、
实业债A、双利A/C、上证、深300ETF联接、精准医疗A、恒生、安中
指数、货币、添富通、新睿精选A/C、美元债（RMB）A/C、港股通专
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www.sczq.com.cn

400-620-0620

500元（移动互联、环保、成长多
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
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
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
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
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
药A/C、沪深300(LOF)A/C、盈润
A/C、中证新能源车A/C 100元）

www.tpyzq.com

400-665-0999

1折

太平洋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季季红、
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美丽30、实业债A/C、高
息债A/C、年年利、沪深300A/C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
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
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
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
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
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
、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
盈润A/C、沪深300A/C、增强收益A/C、全额宝、中证新能源车
A/C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黄金及贵金属、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
费、美丽30、实业债、高息债、沪深300A/C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添富通货币、移动互联、环保、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
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
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
、沪深300(LOF)A/C、盈润A/C、中证新能源车A/C

天风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C
、消费行业、美丽30、实业债A/C、高息债A/C、年年利、沪深
30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6月
红添利债券、精准医疗A、新睿精选A/C、民丰回报、增强收益
A/C、和聚宝、全额宝、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社会责任、
可转债、黄金及贵金属、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添富消
费、美丽30、实业债、高息债、沪深300A/C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民丰回报

1000元

www.tfzq.com

400-800-5000

万联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
开通
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 （添福吉祥、沪深
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 300(LOF)、民丰回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 报、中证港股高息
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A/C、中证全指证券
、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
A/C、港股通专注成
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
长除外）
、全球医疗（RMB）、盈润A/C、弘安A/C、民丰回报、睿丰A/C
、沪深300(LOF)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
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
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
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
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网银4折：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
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
吉祥、沪深300(LOF)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
2018.10.8-10.16，网银4折：绝对收益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
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
体娱乐、创新医药

200元

http://www.wlzq.com.cn

4008888133

五矿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
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实业债、高息债、美丽30、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
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
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增强收益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文体娱乐

文体娱乐

未开通

2014年10月17日起，网上交易系统申购费率享受4折优惠(不低于0.6%)

文体娱乐

100元

www.wkzq.com.cn

40018-40028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医药保健、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
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
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100元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柜台和网上交易4折：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 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
稳保本、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 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
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
、沪深300(LOF)、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 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
、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价值多因子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柜台和网上交易4折：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新睿精
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
药A、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
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
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100元

2015年1月26日开始 网银4折(不低于0.6%)

680682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医药保健、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
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
（原西藏同信证券、西 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藏证券）
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
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
A/C、新睿精选A/C、增强收益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
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

680616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C
、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
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
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
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
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
、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
（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
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
、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
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
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快线、上证、策
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
任、可转债A/C、贵金、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
、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
、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恒生指数、成长多
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
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
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
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
（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全球医疗
（RMB）、沪深300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
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中证环境治
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智能制造、中证新
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680618

未开通

西南证券

湘财证券

网上交易费率4折优惠（增强收益A 75折）(不低于0.6%)

申购4折，不低于0.6%：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力、
香港优势、医药保健保健、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
300ETF联接、逆向、季季红、多元收益A、消费行业、实业债A、高息债
A、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恒生、移动互联、环保
、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
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医疗（RMB）
、多策略、年年利、6月红添利
未开通

www.xzsec.com

400-881-1177

www.swsc.com.cn

4008096096

http://www.xcsc.com

4008881551

2018.10.8-10.16，柜台和网上交易4折：绝对收益

网上交易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未开通
2018.10.8-10.16，网上交易4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
、恒生指数、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中
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中证新能源
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680629

680613

680642

607000

680694

604000

680645

信达证券

兴业证券

新时代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
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
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
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多策略、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
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
证中药A/C、全球互联、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
、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高端制造、添
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
、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
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
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
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
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指数、添富
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
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
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
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弘安A/C、
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
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
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
证新能源车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文体娱乐、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网上交易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网上交易费率75折：增强收益A
网上交易费率6折：上证6折

开通

未开通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
网银、手机交易、电话委托4折：
、恒生指数、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
、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 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 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全
互联、美元债（RMB）A/C
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
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
网上、手机端4折（不低于0.6%）：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 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
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www.cindasc.com

95321

网上交易费率4折优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
全球医疗（RMB）、盈润A/C、沪港深大盘价值
网上、手机端4折（不低于0.6%）：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
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价值多
因子

2018.10.8-10.16，网上交易4折：绝对收益

网上交易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
网上交易费率75折：增强收益A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
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
网上交易、手机委托4折（不低于0.6%）：添富纯债、上海国企ETF联接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
、港股通专注成长
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
网上交易4折、柜台8折（不低于0.6%）：多策略、年年利、民丰回报、 、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
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柜台8折，网上交易、手机4折(不低于0.6%)：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新睿精选A、高端制造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美元债（RMB）A/C

开通

未开通

200元（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盈鑫保本、盈稳保本 、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
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
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中证
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
、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
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
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柜台8折，网上交易、手机4折（不低于0.6%）：
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逆向、消费、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
互联、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中证中药A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美
元债（RMB）A/C、高端制造

www.xyzq.com.cn

95562

www.xsdzq.cn

4006989898

http://www.chinastock.com.cn

95551

www.ydsc.com.cn

400-018-8688

http://www.newone.com.cn

95565;4008888111

网上交易、手机委托4折（不低于0.6%）：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
企ETF联接、民丰回报、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
网上交易4折，柜台8折（不低于0.6%）：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
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

2018.10.8-10.16，网上4折，柜台8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
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
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
开通
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添福吉祥、沪深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
300(LOF)A/C、中证
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
500A/C、民丰回报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中证港股高息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全指证券A/C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
、港股通专注成长
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
除外）
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500A/C、盈润A/C、
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
、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
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
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
售、创新医药、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未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双利增强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
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
、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
30、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优选回
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
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兴消费、年年
利A、年年利C、添富通货币A、添富通货币B、安心中国债A、
安心中国债C、双利增强债A、双利增强债C、双利债C、环保、
移动互联、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添富纯债、恒
生、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
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
（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
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
、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
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
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开通

英大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精准医疗A、增强收益A/C
、中证环境治理A/C

开通

招商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
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行业ETF、安中指
数、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
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
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
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沪港
深新价值、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
联、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
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盈润A/C、弘安A/C、
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
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
、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
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全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医药保健保健 申购1折（固定费率除外）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4折：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多策略、盈润A/C、民丰 本、盈安保本、沪港深新价值、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 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
、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
2018.5.15-5.25，4折：年年益
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
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浙商证券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A/B、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A/C、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
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医疗
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6月红
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
证上海国企ETF联接、双利A/C、新睿精选A/C、绝对收益、增
强收益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
药A/C、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开通

未开通

2011.7.1开始 4折优惠（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申购或定投）(不低于0.6%)

银河证券

100元

网银、手机交易、电话委托4折：
逆向、多元收益、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
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中证主
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
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
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
制造

未开通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
、高息债、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中证上
网上交易4折(不低于0.6%)（增强收益A 75折）
海国企ETF联接、新兴消费、富通货币A、富通货币B、安心中国债券
A、安心中国债券C、双利债券C、环保、移动互联、医疗服务、国企
2018.5.15-5.25，网银4折（不低于0.6%）：年年益
创新、民营新动力、添富纯债、恒生指数分级、新睿精选A/C、中证
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
2018.10.8-10.16，手机申购、定投1折，无最低费率限制；网上申购、
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沪港深新价值、添福吉祥、
定投4折，临柜定投8折（不低于0.6%）：绝对收益
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
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
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
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未开通

100元

柜台定投8折、网银定投4折（不低于0.6%）：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
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
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
沪港深新价值、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球医疗
（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
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
4折（不低于0.6%）：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成长多因子、价值、
美丽30、高端制造

未开通

网上交易费率4折优惠(不低于0.6%)（消费、民营新动力不参与）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货币、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社会责任、可转债
、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恒生指数、移动
互联、环保、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
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
ETF联接、创新医药

4折
100元

300元
（创新医药 100元）

医药保健保健 定投1折（固定费率除外）

www.stocke.com.cn

967777

680679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
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数
、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
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中投证券
、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
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中
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年年泰A/C、年年丰
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证500A/C
、盈润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
长、增强收益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
大盘价值、智能制造、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贵金、精准
医疗A、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

680665

中航证券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A/B、上证、策略、民
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
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
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
、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安中
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
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
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全
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泰A/C、
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盈润
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
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
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中
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
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680680

中山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贵金、快线、精
准医疗A、双利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
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A/C、增强收益A、战略配售

中信建投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双利增强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
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
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
、行业ETF、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
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
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
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A/C、中证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
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
、添福吉祥、中证500A/C、民丰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
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全指证券A/C、盈润A/C、中证港股
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
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智能制造、价值多因子、中证
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

中信证券（山东）
（原：中信万通）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
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
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数、添
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
疗服务、国企创新、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
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沪港深新价值
、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
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中药
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年年
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
祥、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
、睿丰A/C、民营新动力、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
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
、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战略配售、中证新能源车A/C、创新医药、全球
消费（RMB）A/C、中证银行

中信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香
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
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
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天、
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
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
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
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
、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盈安保本、多策略
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
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中证
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价值、
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
福吉祥、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
回报、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
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
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文体娱
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中证银行

602000

680626

680606

2009.11.20开始网银4折优惠(不低于0.6%)
未开通

柜台8折，网银4折（不低于0.6%）：中证500A/C
2018.10.8-10.16，网银4折，最低0.6%：绝对收益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增强收益A、上证、策略、民营活
力、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
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
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
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
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
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A/C、民
丰回报、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智能制造
、创新医药

100元

100元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网上交易4折：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
证中药A、全球互联 、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 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
300(LOF)、中证500A/C、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 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
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6月红添利、沪港 睿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
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
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中证500A/C
、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
2018.10.8-10.16，网上交易4折：绝对收益
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
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未开通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上证、
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可转债
、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息
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
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医疗服务混合、新型消费
逆向、多元收益、实业债、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
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网银7折
海国企ETF联接、沪港深新价值、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
、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沪深300(LOF)A/C、中证
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
、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
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未开通

手机客户端申购，4折（不低于0.6%）：
盈安保本、盈鑫保本、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高息
债A、年年利A、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
动力、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
A、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精准医疗A、季季红
、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恒生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香港优势、民营活力、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中证互联网医疗
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添福吉祥、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
、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柜台8折、网银4折优惠(不低于0.6%)：
盈鑫保本、多策略认购、盈稳保本

开通

开通

开通

网上定投4折、柜台8折（不低于0.6%）：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增强收益A、上证、策略、民营
活力、双利、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
、移动互联、环保、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
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美元债
（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
盈润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

网银4折优惠，柜台8折：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
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社会责任、可转债 A、贵金
、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 A、消费、实业债、美丽30、高
息债、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添富通货币、恒生、移动互联、环
保、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
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
联接、新睿精选A、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
科技A、中证中药A、全球互联、沪港深新价值、成长多因子、外
延、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添福吉祥、沪深300(LOF)、
中证500A/C、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
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

手机客户端申购，4折（不低于0.6%）：
盈安保本、盈鑫保本、新兴消费、消费行业、实业债A、美丽30、
高息债A、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安中指数、安心中国A、环保、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成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
营新动力、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多元收益A、双利A、社会责任
、可转债A、深300ETF联接、逆向、香港优势、增强收益A、精准医
疗A、均衡、蓝筹、焦点、价值、贵金、恒生

www.china-invs.cn

4006008008、95532

www.avicsec.com

400-8866-567

www.zszq.com.cn

0755-82943750

www.csc108.com

95587

http://www.zxwt.com.cn

95548

www.ecitic.com

95558

680654

680651

680673

680660

中银国际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贵金、深
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
、多元收益、美丽30、6月红添利债券、精准医疗A、双利A/C
、高端制造、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安
心中国债A/C、策略回报、成长多因子、达欣A/C、多策略、高
息债A/C、国企创新、恒生、中证互联网医疗A/C、沪港深新价
值、安中指数、环保、中证环境治理A/C、精准医疗C、绝对收
益、理财7天、民营活力、民营新动力、年年利A/C、全球互联
、中证生物科技A/C、实业债A/C、双利增强债A/C、可转债A/C
、社会责任、添富通货币、外延增长、稳添利A/C、香港优势
、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消费行业、新睿精选A/C、新兴消费
、医疗服务、医药保健、移动互联、盈安、盈鑫、优选回报
A/C、中证中药A/C、添福吉祥、全球医疗（RMB）、中证
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睿丰
A/C、稳健添利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盈鑫保
本、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
、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中证新能源车
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RMB）A/C
、沪港深优势精选

中原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医药保健、香港优势、双利A/C、社会责任、可转债A/C、贵
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季季红、理
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理财7天、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
新动力、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精准医疗A、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新睿精选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
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增强收益
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
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
智能制造、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球消费
（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

上证、策略回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
、社会责任、可转债A/C、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理财
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消费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
、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行业ETF、安中指数、安心中
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环保、成长多
因子、外延增长、贵金、季季红、医药保健、优势、均衡、蓝
筹、焦点、价值、货币A/B、添富纯债、医疗服务、国企创新
、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盈鑫保本
中金公司
、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
（中金证券、中国国际
A/C、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
金融有限公司）
A/C、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
新价值、年年泰A/C、年年丰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中
证500A/C、盈润A/C、沪深300A/C、弘安A/C、沪深300A/C、民
丰回报、睿丰A/C、6月红添利、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
A/C、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
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智能制
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全
球消费（RMB）A/C、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中泰证券
（齐鲁证券）

开通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收A/C、蓝筹、价值、上证、贵金、
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债A/C、美丽30、精准医疗A、、双
利债A/C、高端制造、美元债（RMB）A/C、安心中国A/C、策略回报
、成长多因子、高息债A/C、国企创新、恒生、中证中证互联网医疗
A/C、沪港深新价值、安中指数、环保、中证中证环境治理A/C、纯
债、中证精准医疗C、民营活力、民营新动力、全球互联、中证中证
生物科技A/C、实业债A/C、双利增强A/C、双利A/C、可转债A/C、社
会责任、添富通货币A/B、外延增长、香港优势、中证主要消费ETF
联接、消费行业、新睿精选A/C、新兴消费、医疗服务、医药保健保
健、移动互联、盈安、盈鑫、中证中药A/C、达欣A/C、添福吉祥、
沪深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
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
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创新
医药

100元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恒生指数、移动
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国企
创新、民营新动力、盈安保本、盈稳保本、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
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证中药A、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
全指证券A/C、沪港深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100元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未开通

658

华西证券

精准医疗A、中证互联网医疗A/C、战略配售、上海国企ETF联
接

703

万和证券

文体娱乐

http://www.ccnew.com/

95377

网银、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交易系统、其他非现场方式申购（不
含定投），5折（不低于0.6%）：
外延增长、贵金、医药保健、优势、均衡、蓝筹、焦点、价值、增强收
益A、成长多因子
创新医药

www.cicc.com.cn

（010）65051166

http://www.qlzq.com.cn

95538

400-6180-315

2018.5.15-5.25，柜台、网上交易、手机4折（费率优惠自行设置）：年
年益

开通

中天证券

4006208888

精准医疗A 网银4折

开通

698

http://www.bocichina.com

柜台、网上交易、手机4折（费率优惠自行设置）（除以下产品外）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
、理财60天、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
行业、理财7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年年利、
安中指数、添富纯债、安心中国债A/C、添富通货币、恒生指
数、移动互联、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
ETF联接、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优选回报、精
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新兴消费、盈安保本、
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精选A/C
、中证互联网医疗A/C、中证环境治理A/C、中证生物科技A/C
、中证中药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
价值、年年丰A/C、美元债（RMB）A/C、年年益A/C、添福吉祥
、中证500A/C、盈润A/C、弘安A/C、沪深300A/C、民丰回报、
睿丰A/C、港股通专注成长、增强收益A/C、全球医疗（RMB）
、中证港股高息指数A/C、中证全指证券A/C、价值创造、行业
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快钱、价值多因子、智能
制造、中证新能源车A/C、文体娱乐、战略配售、创新医药、
沪港深优势精选、中证银行

优势、均衡、货币A/B、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回报
、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香港优势、双利A/C、社会责任、可
转债A/C、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30天、理财60天
、季季红、理财14天、多元收益A/C、快线、消费行业、理财7
天、实业债A/C、高息债A/C、美丽30、安中指数、安心中国债
、移动互联、外延增长、医疗服务、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
新兴消费、优选回报、精准医疗A、6月红添利债券、盈鑫保本
、盈安保本、多策略定开、盈稳保本、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
、新睿精选A/C、全球互联、高端制造、绝对收益、沪港深新
价值、美元债（RMB）A/C、中证500A/C、弘安A/C、沪深
300A/C、民丰回报、睿丰A/C、增强收益A/C、中证港股高息指
数A/C、价值创造、行业整合、民安增益、沪港深大盘价值、
价值多因子、沪港深大盘价值、智能制造、战略配售、创新医
药

2010.12.3日起 网银4折优惠(不低于0.6%)

2017.8.8起，定投4折（除达欣A/C）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货币A、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消费、实业债、
美丽30、高息债、安中指数、添富通货币、恒生指数、移动互联、
环保、外延增长、成长多因子、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汇添富医疗
网上2折（不低于0.3%）：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全
服务混合、国企创新、民营新动力、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盈鑫保
球医疗（RMB）、多策略、盈润A/C、年年利、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
本、盈安保本、盈稳保本、添富纯债、中证上海国企ETF联接、新睿
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
精选A/C、中证互联网医疗A、中证环境治理A、中证生物科技A、中
证中药A、全球互联、美元债（RMB）A/C、高端制造、沪深
网上1折：6月红添利、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
300(LOF)A/C、中证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
、中证港股高息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沪港深
2018.10.8-10.16，网上申购费含定投1折：绝对收益
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源车A/C、智能制造、
文体娱乐、创新医药
2015年3月16日起，网上交易费率 4折 最低优惠至0.6%
(原申购费率低于、等于0.6%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医药保健、香港优势、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多元收益、实业债、沪深
300(LOF)A/C、中证500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沪港深
大盘价值、行业整合、价值多因子、智能制造、创新医药

1折

精准医疗A、上海国企ETF联接

未开通

500元（沪深300(LOF)A/C、中证
500A/C、全球医疗（RMB）、盈润
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
A/C、中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
专注成长、沪港深大盘价值、行
业整合、价值多因子、中证新能
源车A/C、智能制造、文体娱乐、
创新医药 100元）

网银4折 最低优惠至0.6%

自己约定

网上2折（不低于0.3%）：添福吉祥、沪深300(LOF)、中证500A/C
、全球医疗（RMB）、盈润A/C、民丰回报、中证港股高息A/C、中
证全指证券A/C、港股通专注成长、行业整合
网上1折：沪港深大盘价值、价值多因子

300元

柜台定投6折（不低于0.6%）

www.stockren.com

100元

1折

www.hx168.com.cn

www.wanhesec.com.cn

400-8882-882

680609

680702

已注销
华泰联合证券

优势、均衡、货币、焦点、蓝筹、价值、上证、策略、民营活
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A/C、双利增强A/C、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盈鑫保本、新兴消费、精准医疗A

开通
（除新兴消费）

未开通

优势、均衡、货币A、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双利、社会责任、
可转债、贵金

200元（社会责任、可转债、贵金
100元）

已注销
恒泰长财证券

优势、均衡、焦点、蓝筹、价值、货币、上证、策略、民营活
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贵金、深300ETF联接、逆向、理财
30天、理财60天、理财14天、多元收益、实业债、高息债、恒
生指数、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民营新动力、6月红添利债券
、盈鑫保本、双利A/C、双利增强A/C

开通

未开通

优势、均衡、焦点、增强收益A、增强收益C、蓝筹、价值、货币、
上证、策略、民营活力、香港优势、医药保健、贵金、深300ETF联
接、逆向、多元收益、实业债、高息债、成长多因子

100元（深300ETF联接、多元收益
、实业债、高息债 300元）

未开通

未开通

西北证券

优势

备注：
1、所有代销机构优惠费率和定投规则具体以代销机构为准
2、各销售机构网银及定投费率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3、深300ETF于2011年11月24日上市交易（简称：深300ETF，代码：159912）；添富贵金于2012年3月1日上市交易（简称：添富贵金，代码：164701）。
4、招商银行“溢财通”业务:客户可签订协议设置一个额定金额，账户中多于该金额的活期存款会自动申购成货币基金。在crm中显示其销售机构为“（B07）溢财通”
5、2011年11月中上旬：华泰联合证券为减少经纪业务，曾批量将客户转托管至华泰证券，具体请客户咨询券商

未开通

2009年5月4日开始 （含香港优势、医药保健）
1、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基金，4折
2、通过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基金，8折

http://www.lhzq.com

95513

www.cczq.net

0431-82951765

http://www.nw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