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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重要提示】
本基金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６１９号文核准。
本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
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
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
前，需充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
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
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
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
本基金跟踪美国ＭＳＣＩ ＲＥＩＴ指数，该指数受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而波动。本基金的投资
对象ＲＥＩＴ本身为上市股份公司，具有现金流稳定、分红率高的特点，其风险收益特征通常介于债券
与股票之间，但ＲＥＩＴ价格的波动幅度在某一阶段可能高于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水平。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拟认购（
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与《
基金合同》，全
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充分考虑投资人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于认购（
或申购）基
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要承担相应风险。
本招募说明书（
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１７年８月９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
第一部分 基金的名称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第二部分 基金的类型
股票型、ＱＤＩＩ
第三部分 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化投资策略，通过严格的投资程序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力求实
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追求跟踪误差的最小化。本基金力争控制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
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小于０．５％， 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５％。
第四部分 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美国ＲＥＩＴｓ市场中的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
即ＭＳＣＩ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指数，
英文名称为ＭＳＣＩ ＵＳ ＲＥＩＴ Ｉｎｄｅｘ）成份股、备选成份股、以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为投资标的的指数基
金（
包括ＥＴＦ）、新股（
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增发）等，其中，对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成份股、备选成分股
及以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为投资标的的指数基金（
包括ＥＴＦ）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９０％，现
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本基金还可投资全球证券市场中
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其他金融工具，包括在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普通股、优先股、存托凭证、公募基
金、结构性投资产品、金融衍生产品、银行存款、短期政府债券等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主要投资的ＲＥＩＴ，即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ｕｓｔ（
房地产投资信托）是一种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以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汇集特定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由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房地产投资经营
管理，并将投资综合收益的绝大部分（
通常为９０％以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的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
其纳入投资范围。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在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并履行相关程序后， 可相应调整本基金的投资比例规定， 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
议。
第五部分 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以追求标的指数长期增长的稳定收益为宗旨， 在降低跟踪误差和控制流动性风险的双
重约束下构建指数化的投资组合。
本基金力争控制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小于０．５％， 基金净值
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年跟踪误差不超过５％。
本基金对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成份股、备选成分股及以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为投资标的的指数基
金（
包括ＥＴＦ）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９０％，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５％。
（
二）ＲＥＩＴ投资策略
１、ＲＥＩＴ组合构建原则
本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来跟踪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按照个股在标的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
建组合。
２、ＲＥＩＴ组合构建方法
本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ＲＥＩＴ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分红、增发、送配等行为时，以及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对
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基金管理人会对ＲＥＩＴ组合进行适当调整，降低跟踪误
差。
如有因受停牌、流动性或其他一些影响指数复制的市场因素的限制，使基金管理人无法依指数
权重购买成份股，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经验判断，对ＲＥＩＴ组合进行适当调整，以获得
更接近标的指数的收益率。
３、组合调整
（
１）定期调整
本基金组合根据所跟踪的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定期跟踪调整。
（
２）不定期调整
１）与指数相关的调整
当标的指数成份股因增发、送配等权益变动而需进行成份股权重调整时，本基金将根据指数公
司发布的调整决定及其需调整的权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２）申购赎回调整
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ＲＥＩＴ组合进行调整，从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３）其他调整
对于标的指数成份股，若因其出现停牌限制、存在严重的流动性困难、或者财务风险较大、或者
面临重大的不利的司法诉讼、或者有充分而合理的理由认为其被市场操纵等情形时，本基金可以不
投资该成份股，而用备选股、甚至现金来代替，也可以选择与其行业相近、定价特征类似或者收益率
相关性较高的其它ＲＥＩＴ来代替。
４、投资组合绩效评估
本基金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与评估时，以跟踪偏离度为核心监控指标，跟踪误差为辅助监控指
标，对投资组合的日常调整就以最小化跟踪偏离度为原则，以求控制投资组合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
的偏离风险。
三）固定收益类投资策略
（
本基金将主要以降低跟踪误差和投资组合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综合考虑流动性和收益性，构建
本基金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的投资组合。
（
四）衍生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各种金融衍生品。 本基金在金融衍生品的投资中主要遵
循有效管理投资策略，对冲某些成份股的特殊突发风险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利用
金融衍生产品规避外汇风险及其他相关风险。
第六部分 基金的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为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指数（
ＭＳＣＩ ＵＳ ＲＥＩＴ Ｉｎｄｅｘ）。
当指数编制单位停止标的指数的编制发布、 或变更指数编制方法使标的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
的指数、 或取消对本基金使用标的指数的授权等非因本基金管理人原因导致本基金无法继续使用
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按照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依据具体情况分析拟采用的标
的指数变更方案是否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决定是否采用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方式决定标的指数变更事宜， 如决定不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则应及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
第七部分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具有较高风
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具有与标的指
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投资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第八部分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
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 额 （人 民 币 元 ）

权益投资

１

占 基 金 总 资 产 的 比 例 （％ ）

１２３ ，５４７ ，８３９．５５

９０．２４

其 中 ：普 通 股

－

－

存托凭证

－

－

优先股
房地产信托

－

－

１２３ ，５４７ ，８３９．５５

９０．２４

６ ，９００ ，１９２．０７

５．０４

２

基金投资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 中 ：债 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 中 ：远 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 中 ：买 断 式 回 购 的 买 入 返
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５ ，８３６ ，５２５．４８

４．２６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９

合计

４

５

６２５ ，４５８．８６

０．４６

１３６ ，９１０ ，０１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
二）、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
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 家 （地 区 ）

公 允 价 值 （人 民 币 元 ）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 比 例 （％ ）

美国

１２３ ，５４７ ，８３９．５５

９１．０５

合计

１２３ ，５４７ ，８３９．５５

９１．０５

国家（
地区）类别根据股票及存托凭证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
三）、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 允 价 值 （人 民 币 元 ）

办公房地产投资信托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 比 例 （％ ）

１６ ，３９１ ，００６．２１

１２．０８

多样化房地产投资信托

９ ，３４３ ，２５０．８６

６．８９

工业房地产投资信托

８ ，５８０ ，０７３．０９

酒店及娱乐地产投资信托

７ ，８３０ ，４８４．０８

５．７７

零售业房地产投资信托

２３ ，４６４ ，２８３．８９

１７．２９

特种房地产投资信托

２１ ，３８６ ，６１６．９２

１５．７６

医疗保健地产投资信托

１６ ，０１３ ，５６０．１０

１１．８０

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

２０ ，５３８ ，５６４．４０

１５．１４

１２３ ，５４７ ，８３９．５５

９１．０５

合计

６．３２

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四）、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
公 允 价 值 （人 民 币
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

６ ，９０９．００

７ ，５７１ ，０６８．３６

５．５８

美国

１ ，６６０．００

４ ，８２６ ，１２０．５０

３．５６

美国

３ ，３６７．００

４ ，７５６ ，４４５．１８

３．５１

美国

１１ ，４４５．００

４ ，５４６ ，５３５．５９

３．３５

美国

７ ，８２２．００

３ ，９６６ ，２５３．３６

２．９２

美国

２ ，９７１．００

３ ，８６７ ，７５６．０９

２．８５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７ ，６４７．００

３ ，５９９ ，３３０．５８

２．６５

ＥＱＲ
ＵＳ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７ ，９２４．００

３ ，５３３ ，７７７．１５

２．６０

波士顿地
产公司

ＢＸＰ
ＵＳ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３ ，３２８．００

２ ，７７３ ，５１０．９０

２．０４

数字房地
产信托有
限公司

ＤＬＲ
ＵＳ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３ ，４３８．００

２ ，６３０ ，６４９．２３

１．９４

序
号

公 司 名 称 （英
文）

公司名称
（中 文 ）

证券
代码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国
家
（地 区 ）

１

ＳＩＭ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西蒙房地
产集团公
司

ＳＰＧ
ＵＳ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美国

２

ＥＱＵＩＮＩＸ
ＩＮＣ

Ｅｑｕｉｎｉｘ 有
限公司

ＥＱＩＸ
ＵＳ

纳斯达
克证券
交易所

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ＯＲＡＧＥ

公共存储
公司

ＰＳＡ
ＵＳ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４

ＰＲＯＬＯＧＩＳ
ＩＮＣ

普洛斯公
司

ＰＬＤ
ＵＳ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５

ＷＥＬＬＴＯＷ鄄
ＥＲ ＩＮＣ

ＨＣＮ
ＵＳ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６

ＡＶＡＬＯＮ鄄
ＢＡ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鄄
ＴＩＥＳ ＩＮＣ

ＡＶＢ
ＵＳ

纽约证
券交易
所

７

ＶＥＮＴＡＳ
ＩＮＣ

司

ＶＴＲ
ＵＳ

８

ＥＱＵ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鄄
ＴＩＡＬ

公寓物业
权益信托

９

ＢＯＳＴ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鄄
ＴＩＥＳ ＩＮＣ

１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ＡＬＴＹ
ＴＲＵＳＴ ＩＮＣ

Ｗｅｌｌｔｏｗｅｒ
股份有限
公司

ＡｖａｌｏｎＢａｙ
社区股份
有限公司

Ｖｅｎｔａｓ 公

数量
（股 ）

此处所用证券代码的类别是当地市场代码。
（
五）、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投资。
（
九）、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基金类
型

序号

基金名称

１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ＲＥＩＴ ＥＴＦ

ＥＴＦ 基
金

公允价值
（人 民 币 元 ）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契约式开放
式基金

Ｔｈｅ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６ ，９００ ，１９２．０７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

５．０９

（
十）、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１

存出保证金

金 额 （人 民 币 元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５０１ ，３３３．３６

４

应收利息

３１１．８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１２３ ，８１３．６８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２５ ，４５８．８６

－

－

４、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第九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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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
（
１）本基金本报告期单位基金资产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基金管理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二〇一七年九月

阶段

净值增
长 率①

２０１３．０８．０９－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２０％

０．８３％

－４．５８％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６．８２％

０．６７％

３２．１２％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６．３０％

１．１０％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１３．０８％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２０１７．０６．３０
２０１３．０８．０９ 至 今

净值增长率
标 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 收 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 率 标 准 差④

①－③

②－④

１．０３％

３．３８％

－０．２０％

０．７２％

－５．３０％

－０．０５％

５．８５％

１．１４％

０．４５％

－０．０４％

１．０９％

１４．６０％

１．１２％

－１．５２％

－０．０３％

－０．７６％

０．６６％

－０．５３％

０．６５％

－０．２３％

０．０１％

４９．４７％

０．９３％

５２．１２％

０．９８％

－２．６５％

－０．０５％

注：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人民币计价的ＭＳＣＩ美国ＲＥＩＴ净总收益指数。
（
２）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比较图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

第十部分 基金管理人
一、概况
１、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３号４００４－５６室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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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３楼
４、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５、设立时间：２００３年８月５日
６、电话：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６６６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７、联系人：段西军
８、注册资本：１．２６８８亿元人民币
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
９、股权结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分别持有本基金管理人５１．１３５％、１５．７６３％、１５．７６３％、９．４５８％和７．８８１％的股权。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董事会成员
孙树明先生：董事长，博士，高级经济师。兼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党委书
记，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兼职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道德准则委员会委员，中国资
产评估协会常务理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届上市咨询委员会
委员，广东金融学会副会长，广东省预算腐败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财政金融运行规范组成员，中证
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财政部条法司副处长、处长，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
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监事会工作部副部长，中国银河证
券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
林传辉先生：副董事长，学士，现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基金业协会创新与战略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资
产管理业务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第四届上诉复核委员会委员。曾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晓燕女士：董事，硕士，现任广发证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任广发控股（
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证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曾任广东广发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广发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自营部副总经理，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戈俊先生：董事，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任南京烽火星空
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曾任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财务部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裁。
翟美卿女士：董事，硕士，现任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方香江集团董事长、总经
理，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
常委，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妇联副主席，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会
长，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深圳市深商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南粤银行董事，深圳龙
岗国安村镇银行董事。曾任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许冬瑾女士：董事，硕士，副主任药师，现任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兼
任世界中联中药饮片质量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外交流合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中药协会中药饮片专业委员会专家，全国中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制药装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中药炮制机械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中医药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中药炮制与配置工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罗海平先生：独立董事，博士，现任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集团机关党
委书记，兼任保监会行业风险评估专家。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荆襄支公司经理、湖北省分公司国
际保险部党组书记、总经理、汉口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湖北
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阳光保险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
董茂云先生：独立董事，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绍
兴银行独立董事，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复旦大学教授、法律系副主任、法学
院副院长。
姚海鑫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教授、辽宁大学
商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东北地区高校财务与会计教师联合会常务理事、辽
宁省生产力学会副理事长、东北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和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
管理硕士（
ＭＢＡ）教育中心副主任、计财处处长、学科建设处处长、发展规划处处长、新华国际商学院
党总支书记、新华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２、监事会成员
符兵先生：监事会主席，硕士，经济师。曾任广东物资集团公司计划处副科长，广东发展银行广
州分行世贸支行行长、总行资金部处长，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市场拓展部副
总经理、市场拓展部总经理、营销服务部总经理、营销总监、市场总监。
匡丽军女士：监事，硕士，高级涉外秘书，现任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副总经理。曾任广州科技房地产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广州屈臣氏公司行政主管，广州市科达实业
发展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吴晓辉先生：监事，硕士，现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兼任广发基金分工会
主席。曾任广发证券电脑中心副经理、经理。
张成柱先生：监事，学士，现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央交易部交易员。曾任广州新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工程师。
刘敏女士：监事，硕士，现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营销管理部副总经理。曾任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总经理助理，营销服务部总经理助理，产品营销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３、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林传辉先生：总经理，学士，兼任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国基金业协会创新与战略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资产管理业务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证券
交易所第四届上诉复核委员会委员。曾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瑞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平先生：副总经理，硕士， 经济师。曾任上海荣臣集团市场部经理、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华南
业务部副总经理、基金科汇基金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研究负责人，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六届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兼职委员。
易阳方先生：副总经理，硕士。兼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广发聚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广发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广发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广发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广发
证券投资自营部副经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广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广发制造业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段西军先生：督察长，博士。曾在广东省佛山市财贸学校、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监会
广东监管局工作。
邱春杨先生：副总经理，博士，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原南方证券资产管理部产品设
计人员，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财部副总经理、金融工程部副总经理、产品总监、金融工程部
总经理。
魏恒江先生：副总经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兼任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及发展委员会委
员。曾在水利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综合
管理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
张敬晗女士：副总经理，硕士，兼任广发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培训中心、监察局科员，基金监管部副处长及处长，私募基金监管部处长。
４、基金经理
李耀柱，男，中国籍，理学硕士，７年基金业从业经历，持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从业证书，２０１０
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在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央交易部任股票交易员，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
国际业务部先后任ＱＤＩＩ基金的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７日起任广发纳指１００ＥＴＦ基金的
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３日起任广发全球农业指数（
ＱＤＩＩ）、广发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
ＱＤＩＩ）、广发美国
房地产指数（
ＱＤＩＩ）、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
ＱＤＩＩ）、广发全球医疗保健（
ＱＤＩＩ）和广发生物科技指数
（
ＱＤＩＩ）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９日起任广发沪港深新起点股票基金的基金经理，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０
日起任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基金的基金经理。
历任基金经理：邱炜，任职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０８月０９日至２０１６年０８月２２日。
５、基金投资采取集体决策制度。基金管理人权益公募投委会由分管的副总经理易阳方先生、权
益投资一部负责人李巍先生和研究发展部负责人孙迪先生等成员组成， 易阳方先生担任投委会主
席。基金管理人固定收益投委会由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张芊女士、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谢军先生、温
秀娟女士、代宇女士和固定收益部研究负责人韩晟先生等成员组成，张芊女士担任投委会主席。
６、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第十一部分 基金托管人
（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中国银行”）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柒佰玖拾壹亿肆仟柒佰贰拾贰万叁仟壹佰玖拾伍元整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２４ 号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王永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９５５６６
（
二）基金托管部门及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银行托管业务部设立于１９９８年，现有员工１１０余人，大部分员工具有丰富的银行、证券、基
金、信托从业经验，且具有海外工作、学习或培训经历，６０％以上的员工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
称。为给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托管服务，中国银行已在境内、外分行开展托管业务。
作为国内首批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拥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一
对多、一对一）、社保基金、保险资金、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ＱＤＩＩ、境外三类机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
划、企业年金、银行理财产品、股权基金、私募基金、资金托管等门类齐全、产品丰富的托管业务体
系。在国内，中国银行首家开展绩效评估、风险分析等增值服务，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增值
服务，是国内领先的大型中资托管银行。
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
（
截至２０１７年０６月３０日，中国银行已托管６１１只证券投资基金，其中境内基金５７４只，ＱＤＩＩ基金３７
只，覆盖了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型、指数型等多种类型的基金，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的投
资理财需求，基金托管规模位居同业前列。
第十二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本公司通过在广州、北京、上海设立的分公司及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
户、认购、申购、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
（
１）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１号南塔１７楼
直销中心电话：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０７３
传真：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０６９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０７０
（
２）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１号环球财讯中心Ｄ座１１层
电话：０１０－６８０８３３６８
传真：０１０－６８０８３０７８
（
３）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６号９０５－１０室
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８５３１０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８５２００
（
４）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本
公司网站公告。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网址：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客服传真：０２０－３４２８１１０５
（
５）投资人也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本基金发售相关事宜的查询和投诉等。
２、代销机构
（
１）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联系人：郭明
电话：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００
传真：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客服电话：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１８３－１８７号大都会广场４３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５、１８、１９、３６、３８、３９、４１、４２、４３、４４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电话：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客服电话：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３）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６９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客服电话：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６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４６
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５） 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联系人：曹榕
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９
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７） 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００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１２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联系人：倪苏云、虞谷云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１５４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江宁路１６８号兴业大厦９楼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联系人：刘玲
电话：０２１－５２６２９９９９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１，或拨打当地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
９） 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宁黎明
联系人：张萍
电话：０２１－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８４７６１１１
客服电话：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１０） 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联系人：董云巍
电话：０１０－５８５６０６６６
传真：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１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１） 名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１７号首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１７号
法定代表人：闫冰竹
联系人：谢小华
电话：０１０－６６２２３５８７
传真：０１０－６６２２６０４５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６
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１２） 名称：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郭少泉
联系人：滕克
联系电话：０５３２－８５７０９７８７
传真：０５３２－８５７０９７９９
客服电话：（
青岛）９６５８８，（
全国）４００－６６－９６５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ｑｄｃｃｂ．ｃｏｍ
（
１３） 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２８８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２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张达洋
联系人：毛真海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６５９５４６
传真：０５７１－８７６５９１８８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７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ｚ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４） 名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２０１－２０５号
法定代表人：李伏安
联系人：王宏
电话：０２２－５８３１６６６６
传真：０２２－５８３１６５６９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５） 名称：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１６０号
办公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１６０号
法定代表人：郭志文
联系人：王超
电话：０４５１－８６７７９００７
传真：０４５１－８６７７９２１８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７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ｒｂ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６） 名称：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２号
办公地址：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２号
法定代表人：何沛良
联系人：何茂才
电话：０７６９－２２８６６２５５
传真：０７６９－２２８６６２８２
客服电话：９６１１２２
公司网站：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７） 名称：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九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９号金融街中心Ｂ座
法定代表人：乔瑞
联系人：王薇娜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３２２９４７５
传真：０１０－６３２２９７６３
客服电话：０１０－９６１９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ｊｒｃｂ．ｃｏｍ
（
１８） 名称：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１７７７号
办公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１７７７号
法人代表：陆玉根
联络人：王健
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６３９６９８４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６８、０５１２－９６０６８
传真：０５１２－６３９６９９６２
网址：ｗｗｗ．ｗｊｒｃｂ．ｃｏｍ
（
１９） 名称：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居委会拥翠路２号
办公地址：广东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居委会拥翠路２号
法定代表人：吴海恒
联系人：何浩华
电话：０７５７－２２３８８９２８
传真：０７５７－２２３８８２３５
客服电话：０７５７－２２２２３３８８
网址：ｗｗｗ．ｓｄｅ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０） 名称：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６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６号
法人代表：李镇西
联络人：刘芳
联系电话：０４７２－５１８９０５１
客服电话：内蒙古地区：０４７２－９６０１６
北京地区：０１０－９６０１６
宁波地区：０５７４－９６７２１０
深圳地区：０７５５－９６７２１０
成都地区：０２８－６５５５８５５５
传真：０４７２－５１８９０５７
网址： ｗｗｗ．ｂｓｂ．ｃｏｍ．ｃｎ
（
２１） 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杭州市庆春路４６号
办公地址：中国．杭州市庆春路４６号
法人代表：吴太普
联系人：严峻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５１０８１９５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传真：０５７１－８５１０６５７６
网址：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２） 名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１号信合大厦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１号信合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继康
联系人：黎超雄
联系电话：０２０－２８０１９５９３
业务传真：０２０－２８８５２６９２
客服热线：０２０－９６１１１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３） 名称：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日照市烟台路１９７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日照市烟台路１９７号
法定代表人：王森
联系人：刘慧贤
联系电话：０６３３－８０８１２９０
业务传真：０６３３－８０８１２７６
客服热线：０６３３－９６５８８／４００－６８－９６５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ｒｉｚｈａ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４） 名称：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４１号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４１号
法定代表人：夏 蜀
联系人：戴秋娟
联系电话：０８７１－６３１４０３２４
业务传真：０８７１－６３１９４４７１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９６５３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ｄｉａｎ－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５） （
３２）名称：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泉州市云鹿路３号
办公地址：泉州市云鹿路３号
法定代表人：傅子能
联系人：董培姗
联系电话：０５９５－２２５５１０７１
业务传真：０５９５－２２５０５２１５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９６３１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ｑｚｃ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６） 名称：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砂路９２号嘉信大厦１－２楼部分和５楼全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５３３号
法定代表人：周泽荣
联系人：王放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１７３６３５
业务传真：０２０－３８１７３８５７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ｈ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７） 名称：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７２８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７２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兰凤
联系人：熊志强
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６９８６８３９０
业务传真：０５１２－６９８６８３７０
客服热线：９６０６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ｕｚｈｏｕ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８） （
３１）名称：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８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至１０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０５９１）
（
２９）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乐路９８９号世纪商贸广场４５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乐路９８９号世纪商贸广场４０层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联系人：曹晔
电话：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２４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３或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电话委托：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
３０） 名称：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北京南路３５８号大成国际大厦２０楼２００５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北京南路３５８号大成国际大厦２０楼２００５室
法定代表人：许建平
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联系人：李巍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１）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１６８号上海银行大厦２９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吴倩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３２） 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田薇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３３）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３４） 名称：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１９号富凯大厦Ｂ座７０１ 邮编：１０００３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２８号Ｃ座５层
邮编：１０００８８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尹伶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２９
客服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传真：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１８

天相投顾网址：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天相基金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ｍ．ｃｏｍ．ｃｎ
（
３５）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８—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５、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３６）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２００号中银大厦３９层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２００号中银大厦３９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王炜哲
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２８０００
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７） 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４、１６、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刘阳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８９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５６７
客户服务热线：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３８） 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５１７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９５
公司网站：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３９） 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号楼２２层－２９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吴宇
电话：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服电话：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站：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０） 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４０３６号荣超大厦１６－２０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４０３６号荣超大厦１６－２０层；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全国免费业务咨询电话：９５５１１－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全国统一总机：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４１） 名称：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４２号写字楼１０１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联系人：蔡霆
联系电话：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９９１
传真：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４２）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５３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４３） 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１８１号商旅大厦１８－２１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４） 名称：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３６号证券大厦４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７楼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马贤清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
４５） 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刘晨
电话：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１０１０８９９８，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站：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４６）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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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３３
传真：０２１－５０４９８８２５
联系人：王一彦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１；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４７） 名称：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北京西路８８号（
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南昌市北京西路８８号（
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陈明
电话：０７９１－８６２８１３０５
传真：０７９１－８６２８２２９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４８） 名称：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６９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郭熠
电话：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９５５７３
公司网站：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４９） 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１６８号
办公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新城金融一街８号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联系人：沈刚
电话：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１６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０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０） 名称：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１３号
公司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４６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牛孟宇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８５０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３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１） 名称：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５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１９、２０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５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１９、２０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林洁茹
电话：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客服电话：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５２） 名称：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１１５号投行大厦１８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８７５０
联系人：毛诗莉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ｎ
（
５３） 名称：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５１０号南半幢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福山路５００号城建大厦２６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联系人：罗芳
电话：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５４） 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寿春路１７９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联系人：陈琳琳
联系电话：０５５１－２２４６２７３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安徽地区：９５５７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０５５１－２２７２１００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５） 公司名称：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１９８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１９８号财智中心Ｂ１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人：甘霖
联系电话：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８２１
客服电话：９６５１８，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５６） 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１０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１０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程月艳；
电话：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传真：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客服电话：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或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５７） 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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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３号国华投资大厦９层１０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电话：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５８） 名称：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１１号高德置地广场Ｆ栋１８、１９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１１号高德置地广场Ｆ栋１８、１９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开放式基金接收传真：０２０－２２３７３７１８－１０１３
联系人：罗创斌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７８６５０７０
公司网站：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９） 名称：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４０－４２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４０－４２楼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袁媛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客服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６０） 名称：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８０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２６楼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８０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２６楼
法定代表人：蔡一兵
联系人：郭磊
电话：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６１）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３５层、２８层Ａ０２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３５层、２８层Ａ０２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２００８号中国凤凰大厦１栋９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统一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６２）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１６１９号国际金融大厦Ａ座４１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戴蕾
电话：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传真：０７９１－８６７７０１７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６３） 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７９或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服网站：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６４） 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７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１２层、１５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７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１２层、１５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联系人：牟冲
电话：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１１２
传真：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４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公司网站：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６５） 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８６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８６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６） 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２２－２４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２２－２４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彭博
电话：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２１４
客服电话：９５５７１
公司网站：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６７） 名称：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５６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５６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刘爽
电话：０４５１－８５８６３７１９
传真：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８） 名称：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１６６号未来资产大厦２７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１６６号未来资产大厦２７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宋歌
电话：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０８６
传真：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９） 名称：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吴骏
联系人：吴尔晖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５９
业务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０３４
客服热线：４０００－１８８－６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０） 名称：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５号新盛大厦Ａ座６－９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５号新盛大厦Ａ座６－９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联系人：李微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７１） 名称：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３０８号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６３８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
传真：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１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７２） 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电话：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７３） 名称：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２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２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王勇
联系人：赵钦
电话：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０
客服电话：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７４） 名称：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８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８号Ａ座三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宋德清
联系人：陶颖
电话：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４０
传真：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服电话：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５） 名称：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１号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１号黄龙世纪广场Ａ区６－７层
法定代表人：吴承
联系人：谢项辉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０５３
传真：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１３
客服电话：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公司网站：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７６）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８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８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煜
电话：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２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公司网站：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７）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刘一宏
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７０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８） 名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２３甲
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１２１号 万丽城晶座４楼 中天证券 经纪事业部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联系人 袁劲松
联系电话：０２４－２３２８０８４２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７９） 名称：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下埔路１４号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联系人：丁宁
电话：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８２０
传真：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２５２
公司网站：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０） 名称：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９９号院１号楼１５层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９９号院１号楼１５层１５０１
法人代表：刘汝军
联络人：孙恺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传真：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９４
网址：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８１） 名称：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１８号
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１８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７
传真：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客服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２）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２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３２号国资大厦Ｂ座
法人代表：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０
传真：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３） 名称：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３０楼
法人代表：张运勇
联系人：乔芳
联系电话：０７６９－２２１００１５５
客服电话：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传真：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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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５５５号裕景国际Ｂ座１６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佘晓峰
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６
传真：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５） 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８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８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１
网址：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及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
８６） 名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２８层Ａ０１、Ｂ０１（
ｂ）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７５０号
法定代表人：俞洋
联系人 ：
杨莉娟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６４２
业务传真：０２１－５４６５３５２９
客服热线：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
８７） 名称：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６００９号新世界中心２９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６００９号新世界中心２９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刘军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业务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服热线：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
８８）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业务传真：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９） 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６８５弄３７号４号楼４４９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１１１８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９０３～９０６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业务传真：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服热线：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９０） 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９０３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７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２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杨翼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５６５
业务传真：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服热线：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１） 名称：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３３６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３３６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联系人：张瑾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业务传真：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８３０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９２） 名称：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２０２８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４Ｆ（
０７）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２０２８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４Ｆ（
０７）
法定代表人：卓紘畾
联系人：王娓萍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３３３７６８５３
业务传真：０７５５－３３０６５５１６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８７７８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ｔｅｎｙｕ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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