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银河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通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定投业务及费率优惠的

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

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协商，自 2017年

11月 15日起，本公司旗下银河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银河量化价值混合，基金代码：

005053）在上述基金销售机构开通定投业务或费率优惠。详情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公司名称 代销基金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银河证券代理销售的开放式

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折；原

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申万宏源网上系统交易方式场外申购，享受费率

4折优惠；通过申万宏源电话委托等非现场方式申购，享受费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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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申万宏源西部网上系统交易方式申购，享受费

率 4折优惠；通过申万宏源西部电话委托等非现场方式申购，享受费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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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非柜台渠道，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手续费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光大证券代理销售的开放式基金

（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折；原申购费

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中山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

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华龙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平安证券场外渠道申购（仅限前端模式），享受申

购费率 1折优惠。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华福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华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指定基金，按 4折优惠



(申购费率指各基金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固定费用按原费率执行，不享受上述折扣。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手机客户端申购基金的，

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4折，且不低于 0.6％；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基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中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场外前端模式），申购费率（含定投）享有 2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含定投）低于或等于

0.3%，则按照 0.3%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定投）低于或等于 0.3%，或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第一创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

费率享受 4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指定基金，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的，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安信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投资者通过广州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手机客户端购买部分开放

式基金（仅限前端模式），其购买手续费享有优惠，原手续费率高于 0.6%的，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

于原费率的四折；原手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个人客户通过山西证券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场外前端模式）,享有 1折申购费率优惠。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通过华西证券申购、定投,享有 1折申购费率优惠。 

三、定投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基金 定投起点金额（元） 是/否开通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300 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定期定额

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限前端收费模式，原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投资者临柜方式办理定

期定额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8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限前端收费模式，原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500 否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500 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通过中山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

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通过

中山证券柜台系统，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八折；原申购费率低

于（或等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华龙证券办理定期定额业务，基金申购手

续费费率享受 4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平安证券办理定期定额业务，享受定投申

购费率 1折优惠（仅限前端模式）。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投资者开通指定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计划存

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将持续享受 8折优惠（申购费率指各基金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

文件上注明的费率）。固定费用按原费率执行，不享受上述折扣。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手机客户端进行

定投申购基金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4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基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中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投本开放式基金

（场外前端模式），申购费率（含定投）享有 2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含定投）低于或等于 0.3%，则按

照 0.3%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定投）低于或等于 0.3%，或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优惠。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第一创业证券办理定期定额业务，基

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300 否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投资人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办理定期定额申购的最

低申购费率为原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0.6%。投资人通过海通证券柜台办理定期定额申购的最低申购费

率为原费率的八折，且不低于 0.6%。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200 否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个人客户通过山西证券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部分开

放式基金（场外前端模式）,享有 1折申购费率优惠。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是 通过华西证券申购、定投,享有 1折申购费率优惠。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 是 投资者通过中银证券定投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

受 4折优惠，如固定费用按原费率执行。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 100 否 

四、办理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0860

网址：www.galaxyasset.com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3

网址：www.ccb.com

3、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5、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6、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3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www.htsec.com

7、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 400-88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cs.ecitic.com

9、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com.cn

10、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532)96577

网址：www.zxwt.com.cn

11、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961303

网址：www.gzs.com.cn

12、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668、400-689-8888

网址：www.hlzqgs.com

13、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18

网址：www.hazq.com

1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1618

网址：www.i618.com.cn

15、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16、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6045678

网址：www.txsec.com/jijin.txsec.com

17、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1

网址：www.cindasc.com

18、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591）96326

网址：www.hfzq.com.cn

19、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1-8



网址：stock.pingan.com

20、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60

网址：www.nesc.cn

21、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962518

网址：www.962518.com

22、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23、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2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4、4008-888-818

网址：www.hx168.com.cn

25、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www.bocichina.com

26、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7、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28、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5

网址：www.ebscn.com

29、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9

网址：www.zszq.com.cn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