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添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业

务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添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添润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04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 3 月 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金鹰添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金鹰添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19年 8月 14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 8月 14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 8 月 14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 8 月 14日  

注：根据《金鹰添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

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进入首个开放期，基金的首个封闭期为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

至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所对应的 3 个月月度对日的前一日的期间。首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

起（包括该日）进入第二个开放期，第二个封闭期为第二个开放期结束之后次日起（包括该日）至第二个

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所对应的 3 个月月度对日的前一日的期间，以此类推。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

赎回业务。如月度对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若该日历月度中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基金本次开放期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4 日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自 2019 年 9 月 11 日起进入本基金的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

办理申购、赎回申请。 

2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转换，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其他特殊情况或根据业务需要，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转换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进入首个开放期，开始办理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后次日起（包括该日），本基金进入首个封闭期。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

作日起（包括该日）进入下一个开放期。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资者在基金

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

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但若投资者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

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等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各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时，申购最低金额为 1 元（含申购费，如有），超过部分不设最低

级差限制。 

（2）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时，申购最低金额为 10元（含申购费，如有），超过部分

不设最低级差限制。 

（3）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申购的，申购最低金额（含申购费，如有）为 5万元（含申购费，如

有）。 

(4）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以及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自 2018 年 7 月 27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

对本基金的申购（含转换转入）投资进行大额限额，暂停接受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

本基金超过 500万元的申请（不含 500万元，申购和转换转入的申请金额合并计算）。 

（5）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上限

及单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6）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

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请参见相关公告。 

（7）基金管理人可与其他销售机构约定，对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申购与赎回的，其他销售机

构可以按照委托协议的相关规定办理，不必遵守以上限制。 

3.2申购费率 

对于本基金，投资者在申购时需交纳前端申购费。投资者缴纳申购费用时，按单次认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费率如下：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A（元）  申购费率  

A  ＜100  万  0.80%  

100  万≤A＜200  万  0.50%  

200  万≤A＜500  万  0.30%  

A≥500  万  1000元/笔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在开放期内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 

3、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4、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5、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或

其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6、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登记机构、销售机构、支付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导致基金销售系统、基金

销售支付结算系统、基金登记系统、基金会计系统等无法正常运行。 



7、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

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接受基金申购申请。 

8、申请超过基金管理人设定的基金总规模、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单一投资者单日或单笔申购金额上限的。 

9、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第 1、2、3、5、6、7、9 项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拒绝或暂停申购申请时，基金管理人应当

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进行公告。如果投资者的申购申请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购款项本金将退还给投

资者。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办理，开放期相应顺延。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各代销机构赎回本基金时，赎回最低份额为 1份，基金份额余额不得低于 1份，赎回后导

致基金份额不足 1份的需全部赎回。 

（2）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赎回本基金时，赎回最低份额不设限，持有基金份额不足 10 份时发

起赎回需全部赎回。 

（3）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赎回本基金时，赎回最低份额为 1份，持有基金份额不足 1份时发起

赎回需全部赎回。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上限

及单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5）基金管理人可与其他销售机构约定，对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申购与赎回的，其他销售机

构可以按照委托协议的相关规定办理，不必遵守以上限制。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费率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且持续持有期小于 7日的基金份额  1.50%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且持续持有期大于 7日（含 7日）的基金份额  0.50%  

在某一开放期申购并持有一个封闭期以上的基金份额  0  

对持续持有期小于 7 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 7 日（含 7 日）的投

资者，应当将赎回费总额的 25%计入基金财产。赎回费中计入基金财产之余的费用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

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

基金财产承担。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T+1日内公告。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包括但

不限于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

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并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体

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在开放期内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 

2、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 



3、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4、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5、继续接受赎回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6、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

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

基金申购赎回申请的措施。 

7、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第 4 项除外）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

项时，基金管理人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已确认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应足额支付；如暂时不能足额支

付，未支付部分可延期支付，并以赎回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依据计算赎回金额。若出现上述第 4 项所

述情形，按基金合同的相关条款处理。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申请赎回时可事先选择将当日可能未获受理部分

予以撤销。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开放期相应顺延。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

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具体

计算如下：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

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转出基

金净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补差费（外扣）＝（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a基金 550,000份基金份额一年后(未满 2 年)决定转换为 b基金，假设转换当

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1.1364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1.103元，对应赎回费率为 0.5％，申购补差费率

为 0.3％，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转出金额＝550,000×1.1364＝625,020元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550,000×1.1364×0.5％＝3,125.10元 

补差费（外扣）＝（625,020－3,125.10）×0.3%/(1+0.3%)＝1,860.10元 

转换费用＝3,125.10+1,860.10＝4,985.20元 

转入金额＝625,020－4,985.20=620,034.80元 

转入份额＝620,034.80/1.103＝562,134.90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550,000 份 a 基金份额一年后（未满 2 年）决定转换为 b 基金，假设转换当日

本基金份额净值是 1.1364 元，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1.103 元，在 a 份额赎回费率为 0.5％，a、b 份

额的申购补差费率为 0.3％的情况下，则可得到 b的转换份额为 562,134.90份。 

（2）转换业务规则 

a.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备拟转出基金及拟转



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b.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T 日）。投资者转换基金成功的，注册登记机

构在 T+1日为投资者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通常情况下,投资者可自 T+2日（含该日）后向业务办

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c.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名称：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 171号 11楼自编 1101之一 J79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越秀金融大厦 30层 

法定代表人：刘志刚 

成立时间：2002年 12月 25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2】97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200,000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人：符薇薇 

联系电话：020‐83282925 

传真电话：020‐83283445 

客户服务及投诉电话：4006‐135‐888 

电子邮箱：csmail@gefund.com.cn 

公司网址：www.gefund.com.cn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1）名称：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2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2号 

法定代表人：王耀球 

联系人：黎子晴 

电话：0769‐22866254 

客服电话：0769‐961122 

公司网址：www.drcbank.com 

（2）名称：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9号楼 15 层 1809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SOHO现代城 C1809 

法定代表人：  戎兵 

联系人：张得仙 

联系电话：  010‐52413385 

客服电话：400‐6099‐200 

公司网址：www.yixinfund.com 

（3）名称：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 16  号院 1  号楼 3  层 307 

法定代表人：杨健 

联系人：李海燕 



电话：010‐65309516 

客服电话：400‐673‐7010 

公司网址：www.jianfortune.com 

（4）名称：北京坤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8号 B 座 501 

法定代表人：杜福胜 

联系人：崔炜 

联系方式：010‐85264512 

客服电话: 400‐818‐5585 

公司网址: www.kunyuanfund.com 

（5）名称：北京电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1号楼 36 层 3603 室 

法定代表人：曲馨月 

联系人：李丹 

电话：010‐56176115 

客服电话：400‐100‐3391 

公司网址：www.bjdyfund.com 

（6）名称：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 1988号滨海浙商大厦公寓 2‐241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5层 

法定代表人：张军 

联系人：李明然 

联系电话：010‐59013707 

客服电话：400‐888‐0800或 95538转 6 

公司网址：www.wjasset.com 

（7）名称：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市江北东江三路 55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 10层 

法定代表人：严亦斌 

联系人：彭莲 

电话：0755‐83331195 

客服电话：95564 

公司网址：www.lxsec.com 

（8）名称：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圣廷苑酒店 B 座 2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333号金砖大厦 8 楼 

法定代表人：沙常明 

联系人：丁倩云 

联系方式：010‐56177851 

客服电话: 400‐620‐6868 

公司网址: www.lczq.com 

（9）名称：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0  号五层  5122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 19 号嘉盛 SOHO 25层 2507 



法定代表人：周斌 

联系人：侯艳红 

电话：010‐53572363 

客服电话：  4008980618 

公司网址：  www.chtwm.com 

（10）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 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号金座东方财富大厦 26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黄妮娟  

联系电话：021‐54509998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11）名称：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218号 1栋 202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 18 号黄龙时代广场 B座 6F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联系人：韩爱彬 

联系电话：0571‐26888888‐37494 

客服电话：4000‐766‐123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12）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526 号 2幢 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267 号 11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苗明  

联系电话：021‐20691923 

客服电话：400‐820‐2899 

公司网址：www.erichfund.com 

（13）名称：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号 2号楼 615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昆明路 518号北美广场 A1002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吴笛  

联系电话：021‐6537‐0077  

客服电话：021‐6537‐0077 

公司网址：www.jiyufund.com.cn 

（14）名称：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 1‐1号君泰国际 B栋一层 3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178号华融大厦 6楼 

法定代表人：林立 

联系人：  胡倩 

联系电话：0755‐83255199 

客服电话：400‐188‐3888 



公司网址：www.chinalin.com 

（15）名称：中衍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82 号 2座 2‐1座、2‐2座 7层；B2 座一层 108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82号金长安大厦 B 座 7层 

法定代表人：马宏波 

联系人：李卉 

电话：010‐57414268 

客服电话：4006881117 

公司网址：www.cdfco.com.cn 

（16）名称：深圳信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栋 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东南部时代财富大厦 49A 

法定代表人：周文 

联系人：殷浩然  

联系电话：010‐84865370 

客服电话：0755‐23946579 

公司网址：www.ecpefund.com 

（17）名称：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 53 层 5312‐15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号金地中心 A座 6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人：李雯 

联系电话：010‐60842306 

客服电话：400‐021‐8850 

公司网址：www.harvestwm.cn 

（18）名称：苏州财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苏州市高新区华佗路 99 弄 6 幢 1008室  

办公地址：苏州市姑苏区苏站路 1599 号 7 号楼 1101室  

法定代表人：高志华  

联系人：  张君  

联系电话：  0512‐68603767  

客服电话：400‐0512‐800  

公司网址：www.cai6.com  

（19）名称：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号诺德大厦 2 层 202室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号诺德大厦 2 层 202室  

法定代表人：樊怀东  

联系人：贾伟刚  

联系电话：0411‐39027808  

客服电话：4000‐899‐100  

公司网址：www.yibaijin.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6.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无场内销售机构。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本基金的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者超过 

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2）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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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3）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6‐135‐888）了解基金申购、赎回、转换转入、定投、

转托管等事宜，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efund.com.cn）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中国证监会对基金募集的注册，不代表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

和保证。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

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

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