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调整申购费 

并修订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各基金基金合同等规定，汇添

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调整旗下 43 只基金的申购费，并相应修订基金招募说明

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的相关内容。本次申购费调整事项涉及的基金明细和具体调整方案详见附件。 

本次申购费调整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且不影响现有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更新后的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登载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

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918）咨询相关事宜。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

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3 日 

  



 

附件：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43 只基金申购费调整方案 

序

号 
基金名称 调整前基金申购费 调整后基金申购费 

1 

汇添富消

费行业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 

汇添富实

业债债券

型证券投

资基金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认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

率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4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32%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24% 

M ≥10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0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8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60% 

M ≥10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认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4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32% 

200 万元≤M<500 万元 0.24% 

M ≥5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0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8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60% 

M ≥5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3 

汇添富美

丽 30 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4 

汇添富高

息债债券

型证券投

资基金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认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4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32%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24% 

M ≥10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0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8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60% 

M ≥10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认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4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32% 

200 万元≤M<500 万元 0.24% 

M ≥5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0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8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60% 

M ≥5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5 

汇添富环

保行业股

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6 

汇添富移

动互联股

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7 

汇添富绝

对收益策

略定期开

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

金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

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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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1000 万元 1.2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

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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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2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8 

汇添富外

延增长主

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9 

汇添富成

长多因子

量化策略

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

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0 

汇添富医

疗服务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1 

汇添富国

企创新增

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2 

汇添富民

营新动力

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

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3 

汇添富全

球移动互

联灵活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6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6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4 

汇添富沪

港深新价

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5 

汇添富中

国高端制

造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6 

汇添富新

兴消费股

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7 

汇添富安

鑫智选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

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0.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05%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

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0.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05%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8 

汇添富达

欣灵活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0.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05%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0.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05%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A 类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9 

汇添富新

睿精选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

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0.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05%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

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0.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05%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 C类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 C类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20 

汇添富多

策略定期

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4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4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1 

汇添富精

选美元债

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

金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对 A

类基金份额的人民币份额和美元份额分别设置申购费率及申购金额分档标

准。A类人民币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8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5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A 类美元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对 A

类基金份额的人民币份额和美元份额分别设置申购费率及申购金额分档标

准。A类人民币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8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5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A 类美元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20 万美元 0.80% 

20 万美元≤M＜100 万美元 0.50% 

100 万美元≤M＜200 万美元 0.30% 

M≥200 万美元 每笔 200 美元 
 

M＜20 万美元 0.80% 

20 万美元≤M＜50 万美元 0.50% 

50 万美元≤M＜100 万美元 0.30% 

M≥100 万美元 每笔 200 美元 
 

22 

汇添富文

体娱乐主

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3 

汇添富熙

和精选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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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0% 

1000 万元以上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 C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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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0% 

500 万元以上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 C类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24 

汇添富添

福吉祥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

实施差别化的申购费率。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

每笔 500 元。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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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养老金客

户适用的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0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60%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

实施差别化的申购费率。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

每笔 500 元。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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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养老金客

户适用的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0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6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5 

汇添富全

球医疗保

健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对人

民币份额和美元份额分别设置申购费率及申购金额分档标准。 

人民币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6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美元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20 万美元 1.60% 

20 万美元≤M＜100 万美元 1.00% 

100 万美元≤M＜200 万美元 0.50% 

M≥200 万美元 每笔 200 美元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对人

民币份额和美元份额分别设置申购费率及申购金额分档标准。 

人民币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6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美元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20 万美元 1.60% 

20 万美元≤M＜50 万美元 1.00% 

50 万美元≤M＜100 万美元 0.50% 

M≥100 万美元 每笔 200 美元 
 

26 

汇添富港

股通专注

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7 

汇添富行

业整合主

题混合型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证券投资

基金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8 

汇添富价

值创造定

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9 

汇添富沪

港深大盘

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30 

汇添富智

能制造股

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31 

汇添富创

新医药主

题混合型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证券投资

基金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32 

汇添富沪

港深优势

精选定期

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33 

汇添富全

球消费行

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对人民

币 A类基金份额和美元份额分别设置申购费率及申购金额分档标准。人民币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6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美元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20 万美元 1.60% 

20 万美元≤M＜100 万美元 1.00% 

100 万美元≤M＜200 万美元 0.50% 

M≥200 万美元 每笔 200 美元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对人民

币 A类基金份额和美元份额分别设置申购费率及申购金额分档标准。人民币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6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美元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20 万美元 1.60% 

20 万美元≤M＜50 万美元 1.00% 

50 万美元≤M＜100 万美元 0.50% 

M≥100 万美元 每笔 200 美元 
 

34 
汇添富消

费升级混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35 

汇添富养

老目标日

期 2050

五年持有

期混合型

发起式基

金中基金

（FOF） 

（1）基金转型日之前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

别化的申购费率。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500 元。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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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养老金客户适用的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2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8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5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本基金转型为“汇添富颐乐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

金（FOF）”后，申购费率自基金转型日当日起适用以下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

别化的申购费率。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500 元。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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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养老金客户适用的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8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40% 

（1）基金转型日之前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

别化的申购费率。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500 元。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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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养老金客户适用的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2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8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5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本基金转型为“汇添富颐乐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

金（FOF）”后，申购费率自基金转型日当日起适用以下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

别化的申购费率。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500 元。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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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养老金客户适用的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8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4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2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00 万元≤M＜500 万元 0.2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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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中

盘积极成

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随金额增加而递减。在

募集期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非养老金客户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随金额增加而递减。在

募集期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非养老金客户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50% 

100 万元≤M<200 万元 1.0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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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医

药保健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0% 

100 万元≤M<500 万元 1.00% 

500 万元≤M<1000 万元 0.30% 

M≥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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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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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策

略回报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0% 

100 万≤M＜500 万 1.00% 

500 万≤M＜1000 万 0.30% 

M≥1000 万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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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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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0%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0%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0 万≤M＜500 万 1.00% 

500 万≤M＜1000 万 0.30% 

M≥1000 万 每笔 1000 元 
 

100 万≤M＜200 万 1.00% 

200 万≤M＜500 万 0.3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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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社

会责任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0% 

100 万≤M＜500 万 1.00% 

500 万≤M＜1000 万 0.30% 

M≥1000 万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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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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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 6

月红添利

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

金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

收取申购费。两类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A 类基金份额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80% 

100 万≤M＜500 万 0.50% 

500 万≤M＜1000 万 0.30% 

M≥1000 万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C 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率 0%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

收取申购费。两类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A 类基金份额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8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5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 ≥500 万元 按笔收取，1000 元/笔 

C 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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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逆

向投资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0% 

100 万≤M＜500 万 1.00%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购买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0% 

100 万≤M＜200 万 1.00% 



500 万≤M＜1000 万 0.30% 

M≥1000 万 每笔 1000 元 
 

200 万≤M＜500 万 0.3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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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香

港优势精

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20% 

100 万≤M＜500 万 0.80% 

500 万≤M＜1000 万 0.30% 

M≥1000 万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1.2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8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3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