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同泰慧盈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８１７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６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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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该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是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同泰慧盈混合Ａ 同泰慧盈混合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８１７８ ００８１７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
投资 是 是
注：投资者范围指符合法律法规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２．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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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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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特殊情

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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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３．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平台（目前仅对个人投资者开通）或其他销售机构首次和

追加申购本基金份额的，每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１０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直销柜台仅开放机构投资者的开户及认购申请，原则上不接受个人投资者委托。销售机构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基金投资人在单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不低于１０份，若由于基金份额减少类业务



（如赎回、转换转出等）导致投资人单个交易账户基金份额余额不足１０份时，基金管理

人有权将投资人在该账户保留的本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本基金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

有的基金份额不设上限，但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５

０％。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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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Ｃ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Ｍ）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万 １．５０％
１００万≤Ｍ＜２００万 １．００％
２００万≤Ｍ＜５００万 ０．３０％
Ｍ≥５００万 每笔１０００元
备注：Ｍ为基金申购金额（含申购费），投资人重复申购，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

次分别计费。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申购以金额申请，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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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

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若申购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立，

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３）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对申购金额的限制，基金管理人将在

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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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投资人在单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不

低于１０份，若由于基金份额减少类业务（如赎回、转换转出等）导致投资人单个交易账

户基金份额余额不足１０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人在该账户保留的本基金份额一次

性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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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Ｃ 类份额持有人收取不同的赎回费。
（１）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Ｎ） 赎回费率
Ｎ＜７日 １．５０％
７日≤Ｎ＜３个月 ０．７５％
３个月≤Ｎ＜６个月 ０．５０％
Ｎ≥６个月 ０．００％
备注：Ｎ为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针对持有期限而言，１个月指３０日。

对持续持有 Ａ 类基金份额时间少于 １个月的投资人，将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
续持有 Ａ 类份额时间大于等于１个月但少于 ３个月的投资人，将赎回费总额的７５％计
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 Ａ 类份额时间大于等于３个月但少于 ６个月的投资人，将赎回



费总额的５０％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 Ａ 类份额时间大于等于６个月的投资人，不
收取赎回费用。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２）本基金Ｃ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Ｎ） 赎回费率
Ｎ＜７日 １．５０％
７日≤Ｎ＜１个月 ０．５０％
Ｎ≥１个月 ０．００％
备注：Ｎ为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针对持有期限而言，１个月指３０日。

对持续持有 Ｃ类基金份额时间少于 １个月的投资人，将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
续持有 Ｃ类份额时间大于等于１个月的投资人，不收取赎回费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赎回以份额申请，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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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赎回成立；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

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Ｔ＋７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３）在发生巨额赎回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的有关条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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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基金管理

人将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上公告。

５．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已开通此业务的销售机构办理，具体业务规则以相关销售机

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６．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直销机构
（１）同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ｗｗｗ．ｔｏｎｇｔａｉａｍ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３０－１６６６

（２）同泰基金直销交易平台

名称：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５００１号深业上城（南区）Ｔ２

栋４１层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联系人：吴宇擎

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５３７８９６

传真：０７５５－２３５３７８０６

网址：ｗｗｗ．ｔｏｎｇｔａｉａｍｃ．ｃｏｍ

６．２ 其他销售机构
（１）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２５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２５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联系人：刘昭宇

联系电话：９５５９５

客服电话：９５５９５



传真：０１０－６３６３９７０９

网址：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２）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１１１号招商证券大厦２３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１１１号招商证券大厦２３楼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人：黄婵君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７３４３４３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５

网址：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３）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７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７ 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赵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６５７４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１

传真：０２１－５０９７９５０７

网址：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４）名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０３３号平安金融中心６１层－６４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３６号荣超大厦１６－２０层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联系人：周驰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４３２３０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１－８

传真：０２１－５８９９１８９６

网址：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５）名称：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１０栋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８８号金座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宏

联系人：兰薇

客服电话：９５３５７

网址：ｗｗｗ．ｘｚｓｅｃ．ｃｏｍ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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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８８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谭晨颖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７７

传真：０２１－５４６６０５０１

客服电话：９５０２１



网址：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７）名称：西藏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１５１３室

办公地址：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１５１３室

法定代表人：陈皓

联系人：张萌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８３４９０８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９９７７１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ｘｉｑｕ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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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１号院２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联系人：宋子琪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２５１４７１

传真：０１０－６２６８０８２７

客服：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网址：ｗｗｗ．ｈｃ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９）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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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１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１２０１－１２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熊艳芳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９９

客服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传真：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网址：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１０）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文二西路１号９０３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１８号同花顺大楼

法定代表人：吴强

联系人：洪泓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６５９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传真：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９

网址：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１）名称：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９６９号３幢５层５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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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１２）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１９６号２６号楼２楼４１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１１１８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９０３～９０６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高源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６６９６３１２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传真：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１３）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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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二期１１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党敏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９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传真：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４）名称：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７０７号１１０５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７０７号１１０５室

法定代表人： 马永谙
联系人： 卢亚博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７０１００３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５０７０１００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７０１０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ｃａｉｍｏｆａｎｇ．ｃｎ
（１５）名称：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１７８号华融大厦２７层２７０４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２８号富卓大厦Ａ座６层

法定代表人：洪弘

联系人：文雯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４６３１０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公司网址：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１６）名称：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３６０弄９号３７２４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１６８７号２号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李娟

联系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７）名称：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１１号高德置地广场Ｆ座１８、１９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１３号高德置地广场Ｅ座１２楼

法定代表人：罗钦城

联系人：甘蕾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２８６０２６

客服电话：９５３２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ｎ

（１８）名称：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４楼０９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４楼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联系人：程晨

联系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１９）名称：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２７７号３层３１０室

办公地址：上海长宁区福泉北路５１８号８座３层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联系人：陈东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２８２２０６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６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６６ｌｉａｎｔａｉ．ｃｏｍ

（２０）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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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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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杰

联系电话：９５５４８

客服电话：９５５４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１）名称：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１号楼２００１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２８号龙翔广场东座２层

法定代表人：姜晓林

联系人：孙秋月

联系电话：９５５４８

客服电话：９５５４８

公司网址：ｓｄ．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２２）名称：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１３层１３０１－１３

０５室、１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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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１－１３

０５室、１４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刘宏莹

联系电话：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客服电话：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７．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其网站、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

８．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本基金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ｗｗｗ．ｔｏｎｇｔａｉａｍｃ．ｃｏｍ）

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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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金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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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