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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修改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并修改基金合同部分条款

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投资需求，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我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决定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起，修改广发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该基金”或“本基金”）A 类、B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具体情

况如下： 

1、变更前，本基金 A 类、B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的收益分配采取“每日分配、

按月支付”的方式，即以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准，为投资者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

分配，每月集中支付收益。此次变更后，本基金 A 类、B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的

收益分配将采取“每日分配、按日支付”的方式，即以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准，

为投资者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每日支付收益。 

2、本基金 E 类基金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保持不变。 

我司对《基金合同》中涉及修改本基金 A 类、B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

方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同时还根据法律法规最新变化及相关公告等对《基

金合同》相关事项进行了进一步修改。这些修改未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形成任何重大影响，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合同》具体修改详见附件。另外，本基金《托管协议》及《招募说明

书》涉及前述内容的章节也将同时进行修改。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公告当日将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登

载于公司网站,并在下期更新的《广发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对上述相关

内容进行相应修改。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

调整上述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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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

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免费长途话费）或 020-83936999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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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原合同内容 修订后基金合同内容 

一、前言和释义  

…… 

基金已实现收益 

指 A 类基金份额、B 类基金份额

和 C 类基金份额按照相关法规计算的

每万份基金份额的日已实现收益，E

类基金份额按照相关法规计算的每百

份基金份额的日已实现收益 

     

一、前言和释义  

…… 

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指A类基金份额、B类基金份额和C

类基金份额按照相关法规计算的每万

份基金份额的日已实现收益 

 

 

每百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指E类基金份额按照相关法规计

算的每百份基金份额的日已实现收益

（新增） 

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

换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3、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

况，以基金日收益为基准，为投资者

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投资者在

全部赎回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或 B 类

基金份额或 C 类基金份额时，基金管

理人自动将投资者待支付的收益一并

结算并与赎回款一起支付给投资者；

投资者部分赎回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

或 B 类基金份额或 C 类基金份额时，

其账户内的基金收益不结转，如其该

笔赎回完成后剩余的基金份额按照一

元人民币为基准计算的价值不足以弥

补其累计至该日的基金收益负值时，

则该笔赎回申请无效；在投资者赎回

E 类基金份额时，其对应比例的待结

转的基金收益将立即结清，以现金支

付给投资人，如待结转的基金收益为

负，则从投资人赎回基金款中按比例

扣除。（删除，以下依序调整） 

（九）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和

处理方式 

…… 

 

 

 

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

换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 

 

 

 

 

 

 

 

 

 

 

 

 

 

 

 

 

 

 

（九）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和

处理方式 

10、本基金出现当日净收益或累

计未分配净收益小于零的情形，为保

护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可暂停

本基金的申购。（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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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合同内容 修订后基金合同内容 

发生上述 1 到 7 项暂停申购情形

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指定媒介上刊

登暂停申购公告。 

（十） 暂停赎回或者延缓支付赎

回款项的情形和处理方式 

…… 

发生上述 1到 7项、10项暂停申

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指定媒

介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十） 暂停赎回或者延缓支付赎

回款项的情形和处理方式 

    6、本基金出现当日净收益或累计

未分配净收益小于零的情形，为保护

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本

基金的赎回。（新增，以下序号顺延） 
 

七、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及权利义

务 

（一）基金管理人 

1、基金管理人概况 

……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

中路 3号 4004-56室 

（二）基金托管人 

1、基金托管人概况 

……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七、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及权利义

务 

（一）基金管理人 

1、基金管理人概况 

……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

华路 6 号 105室-49848（集中办公区） 

（二）基金托管人 

1、基金托管人概况 

…… 

法定代表人：陈四清 

十六、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1、本基金每日将 A 类、B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已实现收益分配给

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每月

中旬集中支付收益，结转为相应的基

金份额；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1 个月时

可不结转。投资者当日收益的精度为

0.01元，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式，因

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 

 

 

 

 

 

 

 

 

 

 

十六、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1、本基金每日将 A 类、B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已实现收益分配给

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每日基

金收益情况，以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

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

配，且每日进行支付。A 类基金份额

持有人或 B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或 C 类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日收益支付时，

若该类基金份额当日净收益大于零

时，则增加投资人该类基金份额；若

该类基金份额当日净收益等于零时，

则保持投资人该类基金份额不变；基

金管理人将采取必要措施尽量避免基

金净收益小于零，若该类基金份额当

日净收益小于零时，不缩减投资人该

类基金份额，待其后该类基金份额累

计净收益大于零时，再增加投资人该

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当日收益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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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合同内容 修订后基金合同内容 

 

 

 

 

 

2、本基金每日将 E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已实现收益分配给相应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并记入 E 类份额持有人的

收益账户。若 E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

益账户内的累计收益不低于 100 元

时，则 100 元整数倍的累计收益将兑

付为相应 E 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当日

收益的精度为 0.01 元，第三位采用去

尾的方式，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

次分配。 

 

 

 

 

3、本基金的分红方式限于红利再

投资。如 A 类基金份额、B 类基金份

额和 C 类基金份额当月累计分配的基

金收益为正，则为持有人增加相应的

基金份额；如当月累计分配的基金收

益为负，则为持有人缩减相应的基金

份额。 

4、在 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或 B类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 C 类基金份额持有

人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时，其账户在本

月累计的基金收益将立即结算，并随

赎回款项一起支付给投资者，如本月

累计的基金收益为负，则扣减赎回金

额；在 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或 B 类基

金份额持有人或 C 类份额基金份额持

有人部分赎回基金份额时，不结算基

金收益，而是待全部赎回时再一并结

算基金收益。在 E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基金份额时，其对应比例的累计

收益将立即结清，以现金支付给投资

人，如累计的基金收益为负，则扣减

赎回金额。（删除，以下依序调整） 

为 0.01 元，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式，

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若

投资人赎回该类基金份额，其收益将

结清；若收益为负值，则从投资人赎

回基金款中扣除。 

2、本基金每日将 E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已实现收益分配给相应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并记入 E 类份额持有人的

收益账户。若 E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

益账户内的累计收益不低于 100 元

时，则 100 元整数倍的累计收益将兑

付为相应 E 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当日

收益的精度为 0.01元，第三位采用去

尾的方式，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

次分配。在 E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基金份额时，其对应比例的累计收益

将立即结清，以现金支付给投资人，

如累计的基金收益为负，则扣减赎回

金额。 

3、本基金的分红方式限于红利再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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