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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方正富邦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获中国证监会 2018 年 9 月 4 日证监许可［2018］1414 号文准予注册。中国证
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和收益做
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2、本基金类别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为交易型开放式。
3、本基金的管理人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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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进行发售。本基金的
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 种方式。其中，网
下现金认购、网上现金认购及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均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我司将作出相
应调整并及时公告。本公司可根据认购的情况适当调整募集时间，但最长不超过
法定募集期限，并予以公告。
6、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以及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
认购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利用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认购。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
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现金进行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
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认购。
7、投资者欲认购本基金，需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以下简称“深
圳 A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深圳证券投资
基金账户”）。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使用深圳 A 股账
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本基金的现金认购
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成份股或备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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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股进行网下组合证券认购的，应开立并使用深圳 A 股账户。
8、本基金募集期内不设募集目标上限。
9、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
其整数倍。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或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投资人可多次申报，不可撤销，认购申报一经确
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10、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
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
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投资人可以多次认
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11、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深证 100
价格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具体名单以发售公告为准）。单只股票
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网下股票认购申请
提交后在发售代理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得撤销，由发售代理机构对投资人申报
的股票进行冻结。
12、发售代理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发
售代理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
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
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1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募集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
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方正富邦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和《方正富邦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14、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将同时发布在基金
管理人的网站（www.founderff.com）、基金托管人的网站（www.ccb.com），投资
者可以在相关网站下载业务申请表格或相关法律文件。
15、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的城市名称、网点名称、联系方式以及开户和认购
等具体事项详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
16、在募集期间，除本公告所列示的销售机构外，如出现增加销售机构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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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17、其他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的销售网点、联系方式以及开户和认购等具体
事项，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未有说明的，请查阅该销售机构的公告。
18、投资者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0990 或其
他销售机构的客服电话进行咨询。
19、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对本次募集安排做适当调整，并予以
公告。
20、基金募集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确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名单，
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认可后，予以公告。本基金上市
后，未登记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投资者只能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买卖，如投
资者需进行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交易，须转托管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21、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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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充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投资本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
策，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职业道德
风险、合规性风险、流动性风险、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风险、股指期货等金融衍
生品投资风险、转融资及转融通业务的风险、其他风险。同时由于本基金是交易
型开放式基金，特定风险还包括：标的指数回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险、
标的指数波动的风险、基金投资组合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
变更的风险、基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折溢价的风险、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
计算错误的风险、投资人申购失败的风险、投资人赎回失败的风险、基金赎回对
价的变现风险、退市风险、第三方机构服务的风险等。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策略，跟踪深证 100 价格指数，具
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
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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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
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22、本基金管理人拥有对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一、本次基金份额发售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方正富邦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深 100，基
金代码：159961)
（二）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四）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五）基金份额初始面值（认购价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认购价格为 1.00 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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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具体名单见本公告“七、本次份额发售当事人和中介机构”中“（三）发售
机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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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八）基金募集时间安排与募集规模
1、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2、本基金自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进行发售。本基金的
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3 种方式。其中，网
下现金认购、网上现金认购及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均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我司将作出相
应调整并及时公告。本公司可根据认购的情况适当调整募集时间，但最长不超过
法定募集期限，并予以公告。
（九）募集资金利息与募集股票权益的处理方式
网下现金认购及网上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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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的认购股票在股票认购日至登记机
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者所有。
二、募集方式与相关规定
（一）认购方式
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以及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认购
本基金。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利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现金
进行认购。
网下股票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
认购。
（二）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本基金，认购费率按
每笔认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认购费率如下表：
认购份额（M）

认购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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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0 万份

0.80%

50 万份≤M＜100 万份

0.50%

M≥100 万份

1000 元/笔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费用。发售代理
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时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收
取一定的佣金。
（三）网上现金认购
1、认购限额：
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
数倍。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
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2、认购金额的计算：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净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
总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在投资者认购确认时收取，投资者需以现金方式交
纳认购佣金。
例：某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采用网上现金方式认购本基金 100,000 份，
假设该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 0.80%，假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10
元，则需准备的资金数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100,000×0.80%＝800 元
认购金额＝1.00×100,000×（1＋0.80%）＝100,800 元
总认购份额＝100,000＋10/1.00=100,010 份
即，若该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认购本基金份额 100,000 份，则需缴纳认
购金额 100,800 元，其中认购佣金 800 元，加上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折算的份额后，可得到 100,010 份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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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下现金认购
1、认购限额：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
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
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
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2、认购金额的计算：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金
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认购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总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费用。网下现金
认购款项在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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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现金认购款项利息数额以登记结算机构的记录为准。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至
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例：某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 50,000 份，认购费率为 0.80%，
假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5 元，则该投资人的认购金额为：
认购费用＝1.00×50,000×0.80%＝400 元
认购金额＝1.00×50,000×（1＋0.80%）＝50,400 元
总认购份额＝50,000＋5/1.00=50,005 份
即，若该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 50,000 份，认购费率为 0.80%，
假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5 元，该投资人需准备 50,400 元资金，加上认购资
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折算的份额后，可得到 50,005 份基金份额。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认购金额的计算：同通过发售代理机
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认购金额的计算。
（五）网下股票认购
1、认购限额：
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深证 100 价格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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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具体名单见本公告“八、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
清单”
）。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或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2、特殊情形：
（1）已公告的将被调出深证 100 价格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2）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3 个月个股
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
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3）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
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3、认购份额的计算方式：
投资者的认购份额
=∑𝑛i=1 （第 i 只股票在 T 日的均价 × 有效认购数量）⁄1.00
其中：
（1）i 代表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请的第 i 只股票，n 代表投资者提交的股票总
只数，如投资者仅提交了 1 只股票的申请，则 n＝1。
（2）T 为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
（3）“第 i 只股票在 T 日的均价”由基金管理人根据证券交易所的 T 日行
情数据，以该股票的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交股数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若该股票在 T 日停牌或无成交，则以同样方法计算最近一个交易日
的均价作为计算价格。
若某一股票在 T 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除息、送
股（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则由于投资者获得了相应的权益，基金管理人将
按如下方式对该股票在 T 日的均价进行调整：
① 除息：调整后价格＝T 日均价−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② 送股：调整后价格＝T 日均价/(1＋每股送股比例)
③ 配股：调整后价格＝(T 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1＋每股配股比
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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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T 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1＋每股送
股比例＋每股配股比例)
⑤ 除息且送股：调整后价格=（T 日均价−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1+每股
送股比例）
⑥ 除息且配股：调整后价格=（T 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每股现金股利
或股息）/（1+每股配股比例）
⑦ 除息、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T 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每股
现金股利或股息)/(1＋每股送股比例＋每股配股比例)
（4）“有效认购数量”是指由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由登记结算机构完成清
算交收的股票股数。其中，
① 对于经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为：
𝑛

𝑞 𝑚𝑎𝑥 = (𝐶𝑎𝑠ℎ + ∑ 𝑝𝑗 𝑞𝑗 ) × 105% × 𝑤 ⁄𝑝
𝑗=1

𝑞

𝑚𝑎𝑥

为限制认购规模的单只个股最高可确认的认购数量，Cash 为网上现金

认购和网下现金认购的合计申请数额，𝑝𝑗 𝑞𝑗 为除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和基金管理
人全部或部分临时拒绝的个股以外的其他个股当日均价和认购申报数量乘积，w
为该股按均价计算的其在 T 日深证 100 价格指数中的权重（认购期间如有深证
100 价格指数调整公告，则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告调整后的成份股名单以及深证
100 价格指数编制规则计算调整后的深证 100 价格指数构成权重，并以其作为计
算依据），p 为该股在 T 日的均价。
如果投资者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总额大于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
限，则按比例分配确认。
② 若某一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
间发生司法执行，则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实际过户数据对投资
者的有效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网下股票认购的计算：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投资者，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请，
在发售代理机构允许的条件下，投资者可选择以现金或基金份额的方式支付认购
费用/佣金。认购份额和认购费用/佣金的计算公式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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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投资人选择以现金支付认购费用/佣金，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和需
支付的认购费用/佣金如下：
认购份额
𝑛

= ∑ (第 i 只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 × 有效认购数量)⁄1.00
𝑖=1

认购费用或佣金=认购份额×基金份额面值×认购费率或佣金比率
（2）如投资人选择以基金份额的方式交纳认购费用/佣金则其可得到的基金
份额和需支付的认购费用/佣金如下：
认购份额
𝑛

= ∑ (第 i 只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 × 有效认购数量)⁄1.00
𝑖=1

认购费用或佣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或佣金比率）
×认购费率或佣金比率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费用或佣金/基金份额面值
认购费用或佣金小数点后两位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 1：某投资者持有深证 100 价格指数成份股中股票 A 和股票 B 各 5,000 股
和 10,000 股，至某发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本基金，选择以现金支付认购费用。
假设 2018 年×月×日股票 A 和股票 B 的均价分别 12.00 元和 10.00 元，基金管
理人确认的有效认购数量为 5,000 股股票 A 和 10,000 股股票 B，发售代理机构
确认的认购费率为 0.80%，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和需支付的认购费用如下：
认购份额=（5,000×12.00）/1.00＋（10,000×10.00）/1.00＝160,000 份
认购费用=160,000×0.80%＝1,280 元
即投资者可认购到 160,0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并需另行支付 1,280 元的认
购佣金。
例 2：某投资者持有深证 100 价格指数成份股中股票 A 和股票 B 各 5,000 股
和 10,000 股，至某发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本基金，选择以基金份额的方式交纳
认购佣金，假设 2018 年×月×日股票 A 和股票 B 的均价分别 12.00 元和 10.00
元，基金管理人确认的有效认购数量为 5,000 股股票 A 和 10,000 股股票 B，发
售代理机构确认的认购费率为 0.80%，则其可得到的基金净份额和需支付的认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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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如下：
认购份额=（5,000×12.00）/1.00＋（10,000×10.00）/1.00＝160,000 份
认购费用=1.00×160,000/（1+0.80%）×0.80%＝1,269 元
净认购份额＝160,000－1,269/1.00＝158,731 份
如果投资人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总额大于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
限，基金管理人则按照各投资人的认购申报数量同比例收取投资人提交认购的股
票。
5、特别提示：投资人应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
认购，并及时履行因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投资人开户
1、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深圳证券账户，深圳证券账户是指深圳 A 股
账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1）已有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人不必再办理开户手续。
（2）尚无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人，需在认购前持本人身份证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办理深圳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
有关开设深圳证券账户的具体程序和办法，请到各开户网点详细咨询有关规定。
2、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1）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份额的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
认购及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人需要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则
应开立深圳 A 股账户。
（2）已购买过由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人，
其拥有的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四、本基金认购程序
（一）网上现金认购的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
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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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者可通过填写认购委托单、电话委托、磁卡委托、网上委托等方
式申报认购委托，可多次申报，不可撤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二）网下现金认购的程序
1、直销中心
（1）业务办理时间：
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认购手续：
1）本公司直销中心接受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以上的
个人、机构投资人的认购。
2）投资者须先开立深圳 A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然后向本公司
直销中心提供的资料，办理基金认购手续，相关资料参见本公司网站上公布的相
关业务办理指南。
3）投资者应在提出认购申请当日下午 17：00 之前，将足额认购资金（含认
购费用）汇入本公司直销专户：
户名：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四支行
账号：11001007200059507046
大额支付号：105100003023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办法划付认购资金，造成认购无效的，方正富邦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及直销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4）注意事项：
① 若投资人的认购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规定时间之前未到本公司指定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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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汇款时，可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务必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
括汇款人和用途栏内容。
2、发售代理机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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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办理时间：
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认购手续：
投资者直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认购。
1）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基金账户。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人填写认购委托单，同时填写委托该发售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网上现
金认购的委托申请书。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具体时间和认购手续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网下股票认购的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
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手续
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认购手
续，并备足认购股票。网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在发售代理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
不得撤销，由发售代理机构对投资人申报的股票进行冻结。
五、清算与交割
1、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
任何人不得动用。募集的股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并由登记机构过户至本
基金组合证券认购专户。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
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网下现金认购及网上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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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的认购股票在股票认购日至登记
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者所有。
3、本基金权益登记由登记结算机构在基金募集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
六、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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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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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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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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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股票认购募集的股
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2、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
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
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发售代理机
构应予以解冻；
（3）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发售代理机构不得请求
报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发售代理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
各方各自承担。
七、本次份额发售当事人和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东侧 8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东侧 8 层
法定代表人：何亚刚
电话：010-57303828
传真：010-57303718
联系人：戴兴卓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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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联系电话：010-67595096
传真：010-66275853
联系人：田青
（三）销售机构
1、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名称：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东侧 8 层
法定代表人：何亚刚
联系人：赵静
电话：010-57303803、010-57303850
传真：010-57303716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990（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ounderff.com
2、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包括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
资格的证券公司。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代销资格的深交所会员可通过深交所开放式
基金销售系统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3、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1）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 号华远华中心 4、5 号楼
3701-371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A 座 40F-43F
法定代表人：施华
联系人：丁敏
联系电话：010-5935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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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电话：95571
传真：010-57398130
网址：www.foundersc.com
（2）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A 座 40F-43F
法定代表人：姜志军
联系人：程博怡
联系电话：010-56437060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5618
传真：010-56437030
网址：www.foundersc.com
4、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发售代理机构。
如本次募集期间，新增代销机构或营业网点，将另行公告。
（四）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4008058058
传真：（0755）25987122
联系人：赵亦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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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和 16 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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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黎明、丁媛
联系人：丁媛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负责人：曾顺福
联系人：杨婧
联系电话：021-61418888
传真电话：021－63350003
经办注册会计师：文启斯、杨丽
八、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
票认购日前 3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
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对于在
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长期停牌，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
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网下股票认购名单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000001

平安银行

000709

河钢股份

002027

分众传媒

002466

天齐锂业

000002

万

科Ａ

000725

京东方Ａ

002044

美年健康

002475

立讯精密

000050

深天马Ａ

000728

国元证券

002049

紫光国微

002500

山西证券

000060

中金岭南

000768

中航飞机

002065

东华软件

002508

老板电器

000063

中兴通讯

000776

广发证券

002074

国轩高科

002558

巨人网络

000069

华侨城Ａ

000778

新兴铸管

002081

金 螳 螂

002572

索菲亚

000100

TCL 集团

000783

长江证券

002092

中泰化学

002594

比亚迪

000157

中联重科

000786

北新建材

002129

中环股份

002673

西部证券

000166

申万宏源

000792

盐湖股份

002142

宁波银行

002714

牧原股份

000333

美的集团

000826

启迪桑德

002146

荣盛发展

002736

国信证券

000338

潍柴动力

000830

鲁西化工

002202

金风科技

002797

第一创业

000402

金 融 街

000839

中信国安

002230

科大讯飞

300003

乐普医疗

000413

东旭光电

000858

五 粮 液

002236

大华股份

300015

爱尔眼科

000423

东阿阿胶

000876

新 希 望

002241

歌尔股份

300017

网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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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25

徐工机械

000895

双汇发展

002271

东方雨虹

300024

机器人

000503

国新健康

000938

紫光股份

002304

洋河股份

300059

东方财富

000538

云南白药

000963

华东医药

002310

东方园林

300070

碧水源

000568

泸州老窖

000977

浪潮信息

002340

格林美

300072

三聚环保

000617

中油资本

000983

西山煤电

002352

顺丰控股

300124

汇川技术

000623

吉林敖东

001979

招商蛇口

002405

四维图新

300136

信维通信

000625

长安汽车

002001

新 和 成

002415

海康威视

300408

三环集团

000630

铜陵有色

002007

华兰生物

002422

科伦药业

300433

蓝思科技

000651

格力电器

002008

大族激光

002456

欧菲科技

300498

温氏股份

000661

长春高新

002024

苏宁易购

002460

赣锋锂业

300676

华大基因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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