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金量化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金量化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量化添利
基金主代码 00618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 11月 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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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
及《国金量化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国金量化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9年 11月 11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 11月 11日
注：1、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即采取在封闭期内封闭运作，封闭期与封闭期之间定期开
放的运作方式。2019年第 2次开放期时间为 2019年 11月 11日至 11月 13日，开放期内
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2、本基金自 2019年 11月 14日起进入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国金量化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国金量化添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每六个月开放一次，在开

放期内每个工作日接受投资人的申购和赎回申请。

本基金在开放运作期内开放申购、赎回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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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的办理申购、赎回的

其他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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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

期内，投资人在每个开放日交易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

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投资人在开放期

最后一个工作日交易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的申购、赎回申请，视为无效申请，基金管理人将

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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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前依照《公开

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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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媒体上公告。

2019年 11月 11日至 2019年 11月 13日为本基金 2019年第二个开放期，本基金自
2019年 11月 14日起进入封闭期，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

业务，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开放期时间顺延，直至满足开放期的时

间要求，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本基金份额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0 元
（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
构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元。
各销售机构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申购最低金额和追加申购最低金额限制。各销售机

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但若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

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 50%的情形除外。

3.2申购费率

投资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申购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50万 0.80%
50万≤M〈100万 0.60%
100万≤M〈200万 0.50%
200万≤M〈500万 0.30%
500万≤M 1000元/笔
注：投资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并应在

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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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内撤销；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
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1份，但某笔
交易类业务（如赎回等）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1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
对该部分剩余基金份额发起一次性自动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

量限制，或者新增基金规模控制措施。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0天 0.75%
30天≤N〈180天 0.50%
180天≤N 0.00%

注：（1）N为自然日

（2）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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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天的投资人收
取 1.5%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7天少于 30天的投资人收取 0.75%的赎回费，
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30天少于 90天的投资人收取
0.5%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90天少于
180天的投资人收取 0.5%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50%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
大于等于 180天的投资人不收取赎回费。

（3）鉴于本基金为定期开放产品，且封闭期为六个月，原则上，对于持有满一个封闭期后
赎回的持有人赎回费率将为 0；但如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请赎回该开放期内申购并经确认的
份额，则将根据上述赎回费率征收赎回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份额赎回”原则，即赎回以份额申请；

3、投资者在销售机构赎回本基金份额时，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者认购、申
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4、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内撤销；

5、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
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5.1直销机构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三号楼 3-6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号国际财经中心 D座 14层

法定代表人：尹庆军

联系人：肖娜

联系电话：010-88005819

客服信箱：service@gfund.com

客服电话：4000-2000-18

传真：010-88005816

网站：http://www.gfund.com

5.2其他销售机构

（1）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延陵西路 23号投资广场 18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邮政编码：213000



法定代表人： 赵俊

联系人： 王一彦

电话：021-20333910

传真：021-50498825

客服电话：400-8888-588

网址： www.longone.com.cn

（2）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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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100007

总经理：赵远峰

联系人： 司琪

电话：010-84183204

客服电话：400-818-8118

网址：www.guodu.com

（3）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南侧金地中心大厦 9楼

邮政编码：518028

法定代表人：吕春卫

联系人：丁倩云

电话：010-86499427

传真：010-86499401

客服电话：400-620-6868



网址：www.lczq.com

（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号

邮政编码：130119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联系人：安岩岩

电话：0431-85096517

传真：0431-85096795

客服电话：95360

网址：http://www.nesc.cn/

（5）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众仁路 399号运通星财富广场 1号楼 B座 13、14层

法定代表人：路昊

联系人： 张爽爽

电话：021-68595976

传真：021-68595766

客服电话：952303

网址：www.huaruisales.co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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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号 2号楼东方财富大厦 2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丁珊珊

电话：010-85718402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7）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218号 1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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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8）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号院 6号楼 712室

邮政编码：100032

法定代表人： 梁蓉

联系人： 李慧慧

电话：010-66154828-8047

传真：010-63583991

客服电话：400-6262-818

网址：www.5irich.com

（9）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 667弄 107号 20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 55号通华科技大厦 7层



法定代表人：沈丹义

联系人：杨涛

客服电话：400-101-9301

网址：https://www.tonghuafund.com

（10）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号 11层 110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号 11层 1108室

邮政编码：110190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联系人：丁向坤

电话：010-56282140

传真：010-62680827

客服电话：400-619-9059

网址：www.hcjijin.com

（11）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县兴盛南路 8号院 2号楼 106室-67

邮政编码：101500

法定代表人：杨纪锋

联系人：吴鹏

电话：010-56075718

客服电话：400-680-2123

网址：www.zhixin-inv.com



（12）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 -3491

邮政编码：510308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吴煜浩

电话：020-89629099

客服电话： 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13）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康宁街互联网金融大厦六层

邮政编码：450000

法定代表人：李淑慧

联系人： 罗聪

电话：0371-55213196

传真：0371-85518397

客服电话：4000-555-671

网址： www.hgccpb.com

（14）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47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2号绿地紫峰大厦 2005室

法定代表人：吴言林

联系人：林伊灵



电话：025-66046166-810

传真: 025-56663409

网址：www.huilinbd.com

客户服务电话：025-66046166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内，每周公告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本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期每个开放日的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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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2019年 11月 11日起，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可参加销售机构
的费率优惠活动。参与费率优惠的标准、优惠活动期限以销售机构的公示信息为准。基金

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

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4000-2000-18（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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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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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表现。投资

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