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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优势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
重要提示】
以下简称“
本基金”）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２
１、 财通优势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月２８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３６４７号
文进行募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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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人”或“
本公
３、 本基金的管理人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工商银行”），注册
登记机构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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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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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本基金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通过本公司的直销中心、网上交
易平台及其他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具体名单请见本公告的附件。 本公司可根据基金
销售情况，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适当延长或缩短基金募集期限，并及时
公告。 但整个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业务办理日期和具体时间等事项以各销售机构在其各
销售城市当地的公告为准。在募集期间，除本公告所列的代销机构外，如本基金增加
其他代销机构的，本公司将及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 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
况对募集安排做适当调整。
免长途话
投资人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费）咨询购买事宜。
６、 投资人欲购买本基金，需开立本注册登记机构提供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在
不同销售机构开户，但每个投资者只允许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若已经在本基金注册
登记机构开立开放式基金账户的，则不需要再次办理开户手续。 募集期内本公司直
销中心和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网点同时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开户和认购
申请可同时办理。 若投资者在不同的销售机构处重复开立基金账户导致认购失败
的，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不承担认购失败责任。
７、 本基金认购最低限额： 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中心首次认购最低金额为５０，
含认购费），追加认购每笔最低金额１，０００元人民币（
含认购费）。 通过
０００元人民币（
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认购业务的不受直销中心最低认购金额的限制，最
含认购费）。 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认购金额及交易级差
低认购金额为单笔１元（
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基金
份额，但认购申请一经销售机构受理，则不可以撤销。
８、 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投资者应有权自行支配，不存在任
何法律上、合约上或其他方面的障碍。 投资者已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如
已过有效期，请及时办理相关更新手续，以免影响认购。
９、 销售机构对投资者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申请的成功确认，而仅代
表销售机构确实接受了认购申请，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登
记为准。 投资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原认购网点查询认购成交确认情况。
１０、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募集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发布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等指定网
站上的《
财通优势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申请表格并了解本基金份额
发售的相关事宜。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和本公告将同时刊登
在《
证券时报》。
１１、 基金管理人提示投资人充分了解基金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审慎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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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后，
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投
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
１２、 风险提示：
本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市场的变化将影响到基金的业绩。因此，宏观和微
观经济因素、国家政策、市场变动、行业与个股、个券业绩的变化、投资人风险收益偏
好和市场流动程度等影响证券市场的各种因素将影响到本基金业绩，从而产生市场
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理性判断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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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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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的一般风险及特
有风险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的“
风险揭示”部分。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股票资产（
含存托凭证）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６０％－９５％，
属于股票仓位偏高且相对稳定的基金品种，受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如果
股票市场出现整体下跌，本基金的净值表现将受到影响。
本基金运用＂投资时钟理论＂，对行业的配置以宏观分析为基础、通过对行业景
气情况、市场环境、上下游环境以及市场偏好等对行业盈利及估值水平有重大影响
的因素加以分析，挖掘在行业轮动效应下的行业投资机会。 增加景气上升的强势行
业配置，减少弱势行业的配置。 景气上升的强势行业指未来半年到一年以上维度盈
利能力向好，ＲＯＥ改善的所有行业。
本基金可以投资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
以下简称“
港股通标的股票”），会面临港股通机制
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港股
市场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
港股市场实行Ｔ＋０回转交易，且对个股不设涨跌幅限制，
港股股价可能表现出比Ａ股更为剧烈的股价波动）、汇率风险（
汇率波动可能对基金
在内地开市香
的投资收益造成损失）、港股通机制下交易日不连贯可能带来的风险（
港休市的情形下，港股通不能正常交易，港股不能及时卖出，可能带来一定的流动性
风险）等。
此外，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不同配置地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
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本基金并非必然投资港股。
本基金可投资存托凭证， 面临存托凭证价格大幅波动甚至出现较大亏损的风
险、与存托凭证发行机制相关的风险等。
本基金可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主要与资产质量有关，比
如债务人违约可能性的高低、债务人行使抵消权可能性的高低，资产收益受自然灾
害、战争、罢工的影响程度，资产收益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相关性等。 如果资产支
持证券受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低，则资产风险小，反之则风险高。
本基金可投资于股指期货，股指期货采用保证金交易制度，由于保证金交易具
有杠杆性，当出现不利行情时，股价指数微小的变动就可能会使投资人权益遭受较
大损失。股指期货采用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补足保证金，
按规定将被强制平仓，可能给投资带来重大损失。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基金规模将随着基金投资者对基金份额的申购和
赎回而不断波动。基金投资者的连续大量赎回可能使基金资产难以按照预先期望的
价格变现，而导致基金的投资组合流动性不足；或者投资组合持有的证券由于外部
环境影响或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流动性降低， 造成基金资产变现的损失，从
而产生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实施备用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将对投资者产生较
大影响。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
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并通过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
委托的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购买和赎回基金，基金代销机构名单详见
本发售公告以及基金管理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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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
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
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
担。
１３、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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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但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５０％的除外。 如本
基金单一投资人累计认购的基金份额数达到或者超过基金总份额的５０％，基金管理
人有权对该投资人的认购申请进行限制。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认购申请有
可能导致单一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５０％， 或者变相规避前述
５０％比例要求的，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该等全部或者部分认购申请。
一、本次基金份额发售基本情况
（
一）基金名称及代码
基金名称：财通优势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０１１２０１（
Ａ类）、０１１２０２（
Ｃ类）
（
二）基金的类别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
四）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五）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认购价格）
（
每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利用行业轮动效应，优选景气行业和预期景气行业中的优势企业进行投
资，在合理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定增值。
（
七）募集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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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销售费用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 在投资人
认购、申购时收取认购、申购费用，但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
为Ａ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认购、申购时不收取认购、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
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Ｃ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Ａ类和Ｃ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
码。 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Ａ类和Ｃ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
九）基金募集方式
（
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发售。
（
十）销售渠道与销售地点
１、直销中心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管理人的网上交易平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４１楼
电话：０２１－２０５３ ７８８８
传真交易专线：０２１－６８８８ ８１６９
直销联系人：何亚玲
直线电话：０２１－２０５３ ７７８０
发售期间，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免长途话费）
进行募集相关事宜的问询、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咨询及投诉等。
网上交易平台地址：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官方ＡＰＰ：财通基金
２、代销机构
代销机构的联系方式请见本公告的附件，如在募集期间新增代销机构，则将及
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
如本次募集期间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点则由该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
十一）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认购
的情况，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适当延长或缩短募集期，但整个募集期限
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３个月内， 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２亿份，基
金募集金额不少于２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２００人的条件下，基金募集期
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１０日内
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
二、认购方式与相关规定
（
一）认购方式
（
１）本基金采用金额认购的方式。
（
２）本基金认购采取全额缴款认购的方式。 投资者认购时，需按销售机构规定的
方式备足认购的款项。
（
３）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可多次认购基金份额，但已受理的认购申请不允许撤
销。
（
二）认购费用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在认购时收取基金认购费用。 Ｃ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
用，但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率如下所示：
单笔认购金额（
Ｍ）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万

１．２％

１００万≤Ｍ＜３００万

０．８％

３００万≤Ｍ＜５００万

０．４％

Ｍ≥５００万

每笔１０００元

基金管理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
（
注：Ｍ：认购金额；单位：元）
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
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投资者多次认购Ａ类基金份额的，须按每笔认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算。
（
三）认购份额的计算
（
１）Ａ类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
认购份额的计算中涉及金额的计算结果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
到小数点后２位；认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２位，小数点２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
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
１＋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当认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
净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份额＝（
例一：某投资者认购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１０，０００元，认购费率为１．２％，假定募集
期产生的利息为１元，则可认购的Ａ类基金份额为：
净认购金额＝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９８８１．４２元
认购费用＝１０，０００－９８８１．４２＝１１８．５８元
认购份额＝（
９８８１．４２＋１．００）／１．００＝９８８２．４２份
即：该投资者投资１０，０００元认购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可得到９８８２．４２份Ａ类基金
份额。
（
２）Ｃ类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
认购本基金Ｃ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用，则认购份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认购份额＝（
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份额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
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二：某投资者认购本基金Ｃ类基金份额５０，０００元，假定募集期产生的利息为２３
元，则可认购的Ｃ类基金份额为：
认购份额＝（
５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２３．００份
即：该投资者投资５０，０００元认购本基金Ｃ类基金份额，可得到５０，０２３．００份Ｃ类基
金份额。
（
四）认购金额限制
（
含认购
１） 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中心首次认购最低金额为５０，０００元人民币 （
费），追加认购每笔最低金额１，０００元人民币（
含认购费）。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
办理本基金认购业务的不受直销中心最低认购金额的限制， 最低认购金额为单笔１
元（
含认购费）。 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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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酌情调整本基金首笔认购和每笔追加认购的
最低金额。
（
３） 如本基金单一投资人累计认购的基金份额数达到或者超过基金总份额的
５０％，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该投资人的认购申请进行限制。 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
某些认购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５０％，或者
变相规避前述５０％比例要求的， 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该等全部或者部分认购申请。
投资人认购的基金份额数以基金合同生效后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五）募集期利息的处理方式
（
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三、直销中心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
一）直销中心
１、个人投资者
１．１开户及认购的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上午９：００至下午１７：００
（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业务）。
１．２开户及认购程序：
１．２．１开户：
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开户手续：
１）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个人投资者开放式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及《
个人
２）填妥的经本人签字确认的《
投资者风险属性测评问卷》；
银行借记卡或存折原件及复印件）；
３）指定银行账户实名制凭证（
４）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
５）基金管理人需要留存的材料为：投资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填妥的
经投资人／代办人签字确认的申请表；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留存经公证的委托代办
书原件及复印件。
１．２．２认购资金的缴付
（
１）以电汇或支票主动付款方式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基金管理人指定银行开立
的下列直销资金专户：
户 名：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老西门支行
账 号：１００１ １５６７ ２９３０ ００５８ ２２６
（
２）认购申请：
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认购手续：
基金交易申请表》；
１）《
２）银行付款凭证／划款回单联复印件；
基金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代理情况）；
３）《
基金传真交易协议书》（
适用于传真交易）；
４）《
特别声明与告知事项书》；
５）《
《
基金风险揭示书》
。
６）
投资人开户的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
（
３）注意事项：
认购申请当日下午１７：００之前， 若投资人的认购资金未到基金管理人指定基金
直销资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 申请受理日期（
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
到账日为准。
基金募集期结束，以下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
１）投资人已划付认购资金，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
２）投资人已划付认购资金，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
３）投资人已划付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
４）在募集期截止日下午１７：００之前认购资金未到指定基金销售专户的，也不接
受顺延受理认购申请的；
（
５）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在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无效认购后， 基金管理人将在７个工作日内将认购
资金退回，投资人可在退回的认购资金到账后再次提出认购申请（
届时募集期已结
束的除外）。
２、机构投资者
２．１开户及认购的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上午９：００至下午１７：００
（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业务）。
２．２开户及认购程序：
２．２．１开户：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开户手续：
应有有效的年检记录）；事业法
１）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人、社会团体其他组织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由民政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
合格境外
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如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还应提交中国证监会颁发的《
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２）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３）加盖单位公章的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
４）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复印件；
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
５）填妥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的《
６）加盖公章的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或负责人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非法定代表人
７）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亲自办理时提交）；
８）加盖公章的预留印鉴卡；
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
９）加盖公章的《
本公司需要留存的材料为： 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
加盖单位公章），如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还需《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
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的机
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复印件；填妥并加盖公
章的申请表；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负责人
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提交）；预留印鉴卡。
２．２．２认购资金的缴付
（
１）以电汇或支票主动付款方式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银行开立的下
列直销资金专户。
户 名：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老西门支行
账 号：１００１ １５６７ ２９３０ ００５８ ２２６
（
２）认购申请：
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认购手续：
基金交易申请表》；
１）《
２）银行付款凭证／划款回单联复印件；
基金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代理情况）；
３）《
基金传真交易协议书》（
适用于传真交易）；
４）《
《
特别声明与告知事项书》
；
５）
基金风险揭示书》。
６）《
投资人开户的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
（
３）注意事项：
认购申请当日下午５：００之前，若机构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本公司指定基金直
销资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 申请受理日期（
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
账日为准。
基金募集期结束，以下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１）投资人已划付认购资金，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２）投资人已划付认购资金，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３）投资人已划付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４）在募集期截止日下午１７：００之前认购资金未到指定基金销售专户的；
５）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在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无效认购后， 本公司将在７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资金
退回，投资人可在退回的认购资金到账后再次提出认购申请（
届时募集期已结束的
除外）。
３、直销网上交易流程
周六、周日照常受理认
３．１开户及认购的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购）。
３．２开户及认购程序：
开户流程：
（
１）登陆财通基金网上直销网址，选择＂新开户＂选项
（
２）选择银行卡，输入银行卡的相关信息
（
３）跳转至指定银行的专门页面进行资料验证操作
（
４）输入个人信息，阅读风险提示函，并签订网上直销协议
（
５）进行风险测试
（
６）设置密码，开户成功
认购流程：
（
１）登陆财通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
２）选择需认购的产品，点击＂认购＂选项
（
３）输入认购金额
（
４）确认认购金额
（
５）用户将连接到相关银行验证银行卡密码
３．３注意事项：
（
１）认购申请当日下午５：００之前，若投资人的认购资金未到本公司指定基金直
销资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 申请受理日期（
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
账日为准。
（
２）基金募集期结束，以下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Ａ．投资人已划付认购资金，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Ｂ．投资人已划付认购资金，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Ｃ．投资人已划付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Ｄ．在募集期截止日下午５：００之前认购资金未到指定基金销售专户的，也不接受
顺延受理认购申请的；

Ｅ．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二）代销机构
（
各代销机构的开户与认购程序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及公告为准。
四、清算与交割
１、基金合同生效前，全部认购资金将存入专门帐户中，认购资金冻结期间的利
息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不收取利息折算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
２、 投资者无效认购资金或未获得确认的认购资金将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
为无效后７个工作日内划入投资者指定账户。
３、本基金权益登记由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募集结束后完成。
五、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
三个月。
基金募集截止，基金管理人应督促本基金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募集资金划入
基金托管人为基金开立的资产托管专户。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３个月内， 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２亿份，基
金募集金额不少于２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２００人的条件下，基金募集期
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基金管理人
应在１０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
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
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
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基金合同生效时，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内产生的利息将折合成基金份额归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若基金合同不能生效时，本基金管理人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
债务和费用，将已募集资金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３０日内返
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
六、本次份额发售当事人和相关机构
（
一）基金管理人
本基金管理人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６１９号５０５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４１楼
设立日期：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
法定代表人：夏理芬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联系人：何亚玲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５３ ７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官方ＡＰＰ：财通基金
（
二）基金托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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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３２）
法定代表人：陈四清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８
联系人：郭明
成立时间：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３５，６４０，６２５．７０８９万元
批准设立机关和设立文号：国务院《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的决定》（
国发［
１９８３］１４６号）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
三）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６１９号５０５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４１楼
法定代表人：夏理芬
电话：０２１－２０５３ ７８８８
联系人：刘为臻
（
四）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负责人：韩炯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丁媛
经办律师：黎明、丁媛
（
五）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东三办公楼）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１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５０楼
公司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８ ８８８８
公司传真：（
０２１）２２２８ ００００
签章会计师：朱宝钦、骆文慧
业务联系人：朱宝钦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本基金直销机构及各代销机构联系方式名录
（
一）销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基金管理人的网上交易平台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６１９号５０５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４１楼
法定代表人：夏理芬
电话：０２１－２０５３ ７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２０５３ ７９９９
直销联系人：何亚玲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 ２０９ ８８８
投资人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及赎
回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网上交易网址：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官方ＡＰＰ：财通基金
２．代销机构：
（
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法定代表人：陈四清
传真：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客服电话：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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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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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西群楼４楼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传真：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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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座１１０８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１１号Ａ座１１０８室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传真：０１０－６２６８０８２７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ｃ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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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号９０３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１号９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吴强
传真：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００１
客服电话：９５２５５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６）宜信普泽（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８８号９号楼１５层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８８号ＳＯＨＯ现代城Ｃ座１８层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才殿阳
传真：０１０－８５８０００４７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７）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１０号五层５１２２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１９号ＳＯＨＯ嘉盛中心３０层３０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周斌
传真：０１０－５３５０９６４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８）蚂蚁（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１２１８号１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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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Ｆ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９）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２８１５号３０２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２８１５号３０２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传真：０２１－３３７６８１３２－３０２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６７－５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ｚｗｅａｌｔｈ．ｃｎ
（
１０）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１号院６号楼２单元２１层２２２５０７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ＳＯＨＯ Ｔ３Ａ座１９层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传真：０１０－６１８４０６９９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５９－９２８８
公司网址：ｄａｎｊｕａｎａｐｐ．ｃｏｍ
（
１１）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
２７层２７１６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９１号金地中心Ａ座６层
法定代表人：张峰
传真：０１０－８５０９７３０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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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路盛世龙源１０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辉
电话：０１０－５６０７５７１８
传真：０１０－６７７６７６１５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８０２－１２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ｈｉｘｉｎ－ｉｎｖ．ｃｏｍ
（
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３）中证金牛（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１号２号楼２－４５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１号环球财讯中心Ａ座５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传真：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０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９０９９９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ｎｌｃ．ｃｏｍ
（
１４）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８楼８０１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８号ＨＡＬＯ广场４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传真：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１５）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５４７５号１０３３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９１弄６１号１０号楼１４楼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传真：８６－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服电话：９５７３３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１６）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泰和经济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１８００号２号楼６１５３室（
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５１８号Ａ１００２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传真：０２１－５５０８５９９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５３６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１７）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入住深圳市前海商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１号Ａ栋２０１室（
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Ａ座１７楼１７０４室
法定代表人：ＴＥＯ ＷＥＥ ＨＯＷＥ
传真：０７５５－２１６７ ４４５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８４－０５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ｉｆａｓｔｐ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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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楼Ｂ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肖雯
传真：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服电话：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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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层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康宁街互联网金融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温丽燕
传真：０３７１－８５５１８３９７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５５５－６７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ｇｃｃｐｂ．ｃｏｍ
（
２０）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
西扩）Ｎ－１、Ｎ－２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５层５１８室
（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
西扩）Ｎ－１、Ｎ－２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５层５１８室
（
法定代表人：赵芯蕊
传真：０１０－ ６２６７６５８２
客服电话：０１０－６２６７５３６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ｘｉｎｃａｉ．ｃｏｍ
（
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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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０２１－８０３５８７４９
传真：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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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８８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传真：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９５０２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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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５１８ 号 ８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传真：０２１－５２９７５２７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１８－１１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６６ｌｉａｎｔａｉ．ｃｏｍ
（
２４）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６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２号民建大厦６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１８－８０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５）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１０号２栋２３６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９号Ａ座１５０５室
法定代表人：张冠宇
传真：０１０－８５９３２８８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６）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４２８号１号楼１１０２单元
注册地址：中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４２８号１号楼１１０２单元
法定代表人：申健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０９１８８
公司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ｇ．ｃｏｍ．ｃｎ／
（
２７）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５层０１、０２／０３室
注册地址：中国（
办公地址： 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５层０１、０２／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吕柳霞
传真：０２１－５８３００２７９
客服电话：０２１－５０８１０６７３
公司网址：ｗａｃａｉ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２８）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８号４０２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８号４楼
法定代表人：韩玉
电话：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５９７
传真：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４１３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公司官网：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
２９）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２号４层４０１－１５
办公地址：北京是海淀区中关村东路６６号１号楼２２层２６０３－０６
法定代表人：王苏宁
传真：０１０－８９１８８００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 ０９８ ８５１１
公司官网：ｈｔｔｐ：／／ｆｕｎｄ．ｊｄ．ｃｏｍ／
（
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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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１
传真：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１）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３３号１１楼Ｂ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１５００号万得大厦１１楼
法定代表人：黄祎
电话：０２１－５０７１２７８２
传真：０２１－５０７１ ０１６１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９９－１８８８
公司官网：ｗｗｗ．５２０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３２）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１－５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１－５号
法定代表人：王锋
电话：０２５－６６９９６６９９－８８７２２６
传真：０２５－６６００８８００－８８７２２６
客服电话：９５１７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ｎ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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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１１１８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９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０２１－ ３６６９６２００
传真：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
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财通优势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财通优势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全文和招募说明书全文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在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
ｈｔｔｐ：／／ｅｉｄ．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ｆｕｎｄ）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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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