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期货

等为嘉实养老目标日期 2040五年持有期混
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代销机构的

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上述

代销机构自 2019年 2月 20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养老目标日期 204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

中基金（FOF）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层 1303-1305室、14层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层 1301-1305、14层 

法定代表人 张皓 联系人 刘宏莹 

电话 010-60833754 传真 0755-83217421 

网址 http://www.citicsf.com 客服电话 400-990-8826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号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权唐 

电话 （010）65183880 传真 （010）65182261 

网址 http://www.csc108.com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号大都会广场 5楼、18楼、19楼、36楼、38楼、39楼、41楼、

42楼、43楼和 44楼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号 618室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联系人 黄岚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5305 

网址 http://www.gf.com.cn 客服电话 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中信证券大厦;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联系人 郑慧 

电话 010-60838888 

网址 http://www.cs.ecitic.com 客服电话 95558 

5.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法定代表人 周杰 联系人 金芸、李笑鸣 

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23219100 

网址 http://www.htsec.com 客服电话 95553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6.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 45层 

法定代表人 李梅 联系人 陈宇 

电话 021-33388214 传真 021-33388224 

网址 http://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 95523或 4008895523 

7.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8号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8号 

法定代表人 陈佳(代) 联系人 李良 

电话 （027）65799999 传真 （027）85481900 

网址 http://www.cjsc.com 客服电话 95579或 4008-888-999 

8.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35层、28层 A02单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35层、28层 A02单元 

法定代表人 王连志 联系人 陈剑虹 

电话 （0755）82825551 传真 （0755）82558355 

网址 http://www.essence.com.cn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9.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第 20层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 1号楼 2001 

法定代表人 姜晓林 联系人 焦刚 

电话 （0531）89606166 传真 （0532）85022605 

网址 http://www.zxwt.com.cn 客服电话 95548 

10.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号(新盛大厦)6、10、12、15、16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号(新盛大厦)12、15层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联系人 汤漫川 

电话 （010）66555316 传真 （010）66555246 

网址 http://www.dxzq.net 客服电话 400-8888-993 

11.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号 

法定代表人 步国旬 联系人 王万君 

电话 (025)58519523 传真 (025)83369725 

网址 http://www.njzq.com.cn 客服电话 95386 

12.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号国华投资大厦 9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号国华投资大厦 9层 10层 

法定代表人 王少华 联系人 黄静 

电话 (010)84183389 传真 (010)84183311 



网址 http://www.guodu.com 客服电话 400-818-8118 

13.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号投资广场 18层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号投资广场 18层 

法定代表人 赵俊 联系人 王一彦 

电话 (021)20333333 传真 (021)50498825 

网址 http://www.longone.com.cn 客服电话 95531;400-888-8588 

14.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号宏源大厦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5室 

法定代表人 李琦 联系人 王怀春 

电话 0991-2307105 传真 0991-2301927 

网址 http://www.swhysc.com/index.jsp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15.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人 许曼华 

电话 021-20315290 

网址 http://www.zts.com.cn/ 客服电话 95538 

16.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海口市南宝路 36号证券大厦 4楼 

注册地址 海口市南宝路 36号证券大厦 4楼 

法定代表人 王作义 联系人 马贤清 

电话 (0755)83025022 传真 (0755)83025625 

网址 http://www.jyzq.cn 客服电话 400-8888-228 

17.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28层 A01、B01（b）单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28层 A01、B01（b）单元 

法定代表人 俞洋 联系人 杨莉娟 

电话 021-54967552 传真 021-54967032 

网址 http://www.cfsc.com.cn 客服电话 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18.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55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注册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55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 徐刚 联系人 彭莲 

电话 0755-83331195 

网址 http://www.lxsec.com 客服电话 95564 

19.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