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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通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代销机构认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部分销售代理机构协商一致，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决定于财通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 类基金代码：008983，C 类基金代码：008984，下称“本基金”）募集销售

期间对通过下述销售代理机构认购本基金 A 类份额实行费率优惠，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本基金初始募集期间，投资者通过以下机构认购本基金享有如下优惠： 

一、认购费率优惠内容 

机构名称（全称） 认购费率优

惠折扣 
认购费率优惠内

容 联系方式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820-2899 
公司网址：

www.erich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址：

www.hcjijin.com 

北京辉腾汇富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829-1218 
公司网址：

www.htfund.com 

中证金牛（北京）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8-909-998 
公司网址：www.jnlc.com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9302-888 
公司网址：

www.jfzinv.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址：

www.yingmi.cn 

一路财富（北京）基

金销售股份有限公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001-1566 
公司网址：

www.yilucaif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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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1661188 
公司网址：

www.new-rand.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

4001818188/95021 
公司网址：

www.1234567.com.cn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址：

www.noah-fund.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027-9899 
公司网址：

www.buyfunds.cn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8219031 
公司网址：

www.lufunds.com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118-1188 
公司网址：

www.66liantai.com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159-9288 
公司网址：

danjuanapp.com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6-788-887 
公司网址：

www.zlfund.cn/www.jjm
mw.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4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4 

客服电话：400-6767-523 
公司网址：

www.zzwealth.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952555 
公司网址：

www.5ifund.com 

上海有鱼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021-61265457
公司网址：

www.youyufund.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公司网址：

www.xincai.com 

http://www.new-ran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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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799-1888 
公司网址：

www.520fund.com.cn 

蚂蚁（杭州）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0-766-123 
公司网址：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

海)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021-50206003 
公司网址：

www.msftec.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4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4 

客服电话：0755-83999907 
公司网址：

www.fujifund.cn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684-0500 
公司网址：

www.ifastps.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021-50810673 
公司网址：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8201515 
公司网址：

www.zhengtongfunds.com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 098 
8511/400 088 8816 
公司网址：kenterui.jd.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0-555-671 
公司网址：

www.hgccpb.com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以对方折扣

为准 以对方折扣为准 
电话：400-819-9868 
网站： 
www.tdyhfund.com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95357  
公司网站：www.18.cn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4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4 

客服电话：021-34013999 
公司网址：

www.hotjijin.com 

http://www.fujifund.cn/�
http://www.hgccp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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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金信（海口）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 
1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810-5919 
公司网址：

www.fengfd.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4 折 实收认购费率=原

认购费率×0.4 

客服电话：4008936885 
公司网址：

www.qianjing.com 

注：原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费率执行。 

二、 重要提示 

1、本基金的原认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

公告。认购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在

认购时收取认购费，C 类基金份额在认购时不收取认购费。 

2、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

定并另行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上述代销机构所有，请遵循上述代销机构业务规

则及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有关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及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

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本基金初始募集时间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

公告及相关临时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及上述代销机构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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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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