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工商银行等为嘉实 3 年封闭运作战

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亚正

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

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众

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

代销协议，上述代销机构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

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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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菲 

传真 010-66107914 

网址 http://www.icbc.com.cn 

http://www.icbc-ltd.com 

客服电话 95588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 周慕冰 

电话 (010)85108227 传真 (010)85109219 

网址 http://www.abchina.com 客服电话 95599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 田国立 

网址 http://www.ccb.com 客服电话 95533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彭纯 联系人 张宏革 

电话 021－58781234 传真 021－58408483 

网址 http://www.bankcomm.com 客服电话 9555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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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建红 联系人 邓炯鹏 

电话 （0755）83198888 传真 （0755）83195050 

网址 http://www.cmbchina.com 客服电话 95555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9 号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9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庆萍 联系人 廉赵峰 

网址 http://www.citicbank.com 客服电话 95558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 高国富 联系人 高天、虞谷云 

电话 (021)61618888 传真 (021)63604199 

网址 http://www.spdb.com.cn 客服电话 95528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湖东路 154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 

法定代表人 高建平 联系人 卞晸煜 

电话 （021）52629999 传真 （021）62569070 

网址 http://www.cib.com.cn 客服电话 95561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甲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 李晓鹏 联系人 朱红 

电话 （010）63636153 传真 010-63639709 

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客服电话 95595 

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民生银行大厦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 洪崎 联系人 王志刚 

电话 (010)58560666 

网址 http://www.cmbc.com.cn 客服电话 95568 

1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 A 座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国华 联系人 王硕 

传真 （010）68858057 

网址 http://www.psbc.com 客服电话 95580 

12.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金煜 联系人 汤征程 

电话 021-68475888 传真 021-68476111 

网址 http://www.bosc.cn 客服电话 95594 

1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 

法定代表人 谢永林 联系人 张青 

电话 0755-22166118 传真 0755-82080406 

网址 http://www.bank.pingan.com 客服电话 95511-3 或 95501 

14.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8 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 15-20、22-27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8 号 16 层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8 号 15-20 楼、22-27 楼 

法定代表人 冀光恒 联系人 施传荣 

电话 021-38523692 传真 021-50105124 

网址 http://www.srcb.com 客服电话 (021)962999 

15.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东莞市城区运河东一路 193 号 

办公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 21 号 

注册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 卢国锋 联系人 吴照群 

电话 (0769)22119061 传真 (0769)22117730 

网址 http://www.dongguanbank.cn 客服电话 4001196228 

16.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288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288 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288 号 

法定代表人 胡昇荣 联系人 刘静 

电话 （025）86775044 传真 （025）86775376 

网址 http://www.njcb.com.cn 客服电话 4008896400 

17.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中华路 26 号江苏银行总部大厦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26 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26 号 

法定代表人 夏平 联系人 张洪玮 

电话 (025)58587036 传真 (025)58587820 

网址 http://www.jsbchina.cn 客服电话 95319 

18.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8 号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 8 号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黎 联系人 何佳 

电话 (0991)8824667 传真 (0991)8824667 

网址 http://www.uccb.com.cn 客服电话 (0991)96518 

19.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2 号东莞农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2 号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王耀球 联系人 谭少筠 

电话 0769-22866255 传真 0769-22866282 

网址 http://www.drcbank.com/ 客服电话 (0769)961122 

2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28 号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28 号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28 号 

法定代表人 乔志强 联系人 王娟 

电话 0311-88627587 传真 0311-88627027 

网址 http://www.hebbank.com 客服电话 4006129999 

21.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六一北路 158 号 

注册地址 福州市六一北路 158 号 

法定代表人 苏素华 联系人 吴白玫 

电话 0591-87838759 传真 0591-87388016 

网址 http://www.fjhxbank.com 客服电话 4008939999 

22.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 32 号 C 栋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 弄 9 号 3724 室 

法定代表人 汪静波 联系人 张裕 

电话 021-38509735 传真 021-38509777 

网址 http://www.noah-fund.com 客服电话 400-821-5399 



23.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8 楼 801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8 楼 801 

法 定 代 表

人 

薛峰 联系人 童彩平 

电话 0755-33227950 传真 0755-33227951 

网址 http://www.jjmmw.com;https://www.zlfund.cn 客服电话 4006-788-887 

24.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金座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 其实 联系人 潘世友 

电话 021-54509977 传真 021-64385308 

网址 http://www.1234567.com.cn 客服电话 95021 

25.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 号 26 号楼 2 楼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 号 26 号楼 2 楼 41 号 

法定代表人 杨文斌 联系人 张茹 

电话 021-20613999 传真 021-68596916 

网址 https://www.howbuy.com/ 客服电话 4007009665 

26.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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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高翔路 526 号 2 幢 220 室 

法定代表人 张跃伟 联系人 单丙烨 

电话 021-20691869 传真 021-20691861 

网址 http://www.erichfund.com 客服电话 400-089-1289 

27.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1 号元茂大厦 903 

法定代表人 凌顺平 联系人 林海明 

传真 0571-86800423 

网址 http://www.5ifund.com 客服电话 4008-773-772 

28.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 15 号邮电新闻大厦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 15 号邮电新闻大厦 

法定代表人 闫振杰 联系人 李静如 

电话 010-59601366-7024 

网址 http://www.myfund.com 客服电话 4008886661 

29.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 B 座 46 楼 06-10 单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八号国金中心二期 5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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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层 5312-15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赵学军 联系人 景琪 

电话 021-20289890 传真 021-20280110 

网址 http://www.harvestwm.cn 客服电话 400-021-8850 

30.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 号 5 号楼 215A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 号 5 号楼 215A 

法定代表人 梁蓉 联系人 魏素清 

电话 010-66154828 传真 010-63583991 

网址 http://www.5irich.com 客服电话 400-6262-818 

31.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楼 15 层 1809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楼 15 层 1809 

法定代表人 戎兵 联系人 魏晨 

电话 010-52413385 传真 010-85894285 

网址 http://www.yixinfund.com 客服电话 400-6099-200 

32.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 号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 号 

法定代表人 刘汉青 联系人 喻明明 

电话 025-66996699-884131 传真 025-66008800-884131 

网址 http://www.snjijin.com/ 客服电话 95177 

33. 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3201 内 3201 单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3201 内 32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李招弟 联系人 高晓芳 

电话 010-59393923 传真 010-59393074 

网址 http://www.wy-fund.com 客服电话 400-876-9988 

34.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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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428 号 1 号楼 11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申健 联系人 宋楠 

电话 021-20219988-37492 传真 021-20219923 

网址 https://www.wg.com.cn/ 客服电话 021-20292031 

35.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 A 座 46 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 4 号楼 40 层 4601 室 

法定代表人 杨健 联系人 李海燕 

电话 010-65309516 传真 010-65330699 

网址 http://www.jianfortune.com 客服电话 400-673-7010 

36.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号楼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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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燕斌 联系人 兰敏 

电话 021-52822063 传真 021-52975270 

网址 http://www.66zichan.com 客服电话 400-166-6788 

37.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昆明路 518 号北美广场 A1002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 2 号楼 6153 室（上海泰和经济

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 王翔 联系人 蓝杰 

电话 021-65370077 传真 021-55085991 

网址 http://www.jiyufund.com.cn 客服电话 4008-205-369 

38.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 2 号裙房 2 层 222 单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 2 号裙房 2 层 22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郑毓栋 联系人 姜颖 

电话 13522549431 传真 010-65951887 

网址 http://www.hongdianfund.com 客服电话 400-068-1176 

39.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14 楼 09 单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14 楼 09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胡学勤 联系人 宁博宇 

电话 021-20665952 传真 021-22066653 

网址 http://www.lufunds.com 客服电话 4008219031 

40.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491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491 

法定代表人 肖雯 联系人 黄敏嫦 

电话 020-89629019 传真 020-89629011 

网址 http://www.yingmi.cn 客服电话 020-89629066 

41.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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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 号 2 号楼 2-45 室 

法定代表人 钱昊旻 联系人 仲甜甜 

电话 010-59336492 传真 010-59336510 

网址 http://www.jnlc.com 客服电话 010-59336512 

42. 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老太平弄 88 号 A、B 单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0 号 7 层 05 单元 

法定代表人 弭洪军 联系人 茅旦青 

电话 021-33355392 传真 021-63353736 

网址 http://www.cmiwm.com/ 客服电话 400-876-5716 

43.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8 层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 1 幢 2 楼 268 室 

法定代表人 毛淮平 联系人 仲秋玥 

电话 010-88066632 传真 010-88066214 

网址 https://www.amcfortune.com/ 客服电话 400-817-5666 

44.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 3 号 

注册地址 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 傅子能 联系人 董培姗、王燕玲 

电话 0595-22551071 传真 0595-22578871 

网址 http://www.qzccbank.com/ 客服电话 4008896312 

4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 168 号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联系人 芮敏祺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网址 http://www.gtja.com 客服电话 4008888666 

4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权唐 

电话 （010）65183880 传真 （010）65182261 

网址 http://www.csc108.com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4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



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 周杨 

电话 0755-82130833 传真 0755-82133952 

网址 http://www.guosen.com.cn 客服电话 95536 

4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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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达 联系人 林生迎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636 

网址 http://www.cmschina.com 客服电话 4008888111、95565 

4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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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5 楼、18 楼、19 楼、

36 楼、38 楼、39 楼、41 楼、42 楼、43 楼和 44 楼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联系人 黄岚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5305 

网址 http://www.gf.com.cn 客服电话 95575 或致电各地营

业网点 

5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中信证券大厦;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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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联系人 郑慧 

电话 010-60838888 

网址 http://www.cs.ecitic.com 客服电话 9555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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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联系人 辛国政 

电话 010-83574507 传真 010-83574807 

网址 http://www.chinastock.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8-888 

5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淮海中路 98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 周杰 联系人 金芸、李笑鸣 

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23219100 

网址 http://www.htsec.com 客服电话 95553 或拨打各城市

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5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0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45 层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法定代表人 李梅 联系人 王叔胤 

电话 021-33389888 传真 021-33388224 

网址 http://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 021-962505/95523 

5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联系人 乔琳雪 

电话 021-38565547 

网址 http://www.xyzq.com.cn 客服电话 95562 

5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8 号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8 号 

法定代表人 尤习贵 联系人 李良 

电话 （027）65799999 传真 （027）85481900 

网址 http://www.cjsc.com 客服电话 95579 或

4008-888-999 

5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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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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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王连志 联系人 陈剑虹 

电话 （0755）82825551 传真 （0755）82558355 

网址 http://www.essence.com.cn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57.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中山二路 18 号电信广场 36、37 层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高德置地广场 F 座 18、19 楼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 18、19 楼全层 

法定代表人 张建军 联系人 罗创斌 

电话 （020）37865070 传真 020-22373718-1013 

网址 http://www.wlzq.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8133 



58.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18 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 层--18 层 

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联系人 赵明 

电话 (010)85127766 传真 (010)85127917 

网址 http://www.mszq.com/ 客服电话 400-619-8888 

59.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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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王春峰 联系人 蔡霆 

电话 (022)28451991 传真 (022)28451892 

网址 http://www.bhzq.com 客服电话 4006515988 

6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法定代表人 周易 联系人 庞晓芸 

电话 0755-82492193 传真 0755-82492962(深圳) 

网址 http://www.htsc.com.cn 客服电话 95597 

6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西塔楼 21 层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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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http://www.i618.com.cn 客服电话 400-666-1618 

62.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第 20 层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 1 号楼 2001 

法定代表人 姜晓林 联系人 吴忠超 

电话 （0532）85022326 传真 （0532）85022605 

网址 http://www.zxwt.com.cn 客服电话 95548 

63.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15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6、10、12、15、16 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联系人 汤漫川 



电话 （010）66555316 传真 （010）66555246 

网址 http://www.dxzq.net 客服电话 400-8888-993 

6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 范力 联系人 方晓丹 

电话 (0512)65581136 传真 (0512)65588021 

网址 http://www.dwzq.com.cn 客服电话 95330 

6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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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旭航 

电话 (010)63081493 传真 (010)63081344 

网址 http://www.cindasc.com 客服电话 95321 

6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湖南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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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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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施华 联系人 丁敏 

电话 (010)59355997 传真 (010)56437013 

网址 http://www.foundersc.com 客服电话 9557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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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法定代表人 丁益 联系人 金夏 

电话 (021)62821733 传真 (0755)83515567 

网址 http://www.cgws.com 客服电话 4006666888 、

(0755)33680000 

6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 周健男 联系人 刘晨、李芳芳 

电话 （021）22169999 传真 （021）22169134 

网址 http://www.ebscn.com 客服电话 4008888788 、

10108998 

69.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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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 层、20 层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 层、20 层 

法定代表人 胡伏云 联系人 林洁茹 

电话 020-88836999 传真 020-88836654 

网址 http://www.gzs.com.cn 客服电话 （020）961303 

7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注册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福春 联系人 安岩岩 

电话 (0431)85096517 传真 (0431)85096795 

网址 http://www.nesc.cn 客服电话 95360 

7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 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 号 

法定代表人 步国旬 联系人 王万君 

电话 (025)58519523 传真 (025)83369725 

网址 http://www.njzq.com.cn 客服电话 95386 

72.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四川中路 213 号久事商务大厦 7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华旭国际大厦 6 楼 

注册地址 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俊杰 联系人 邵珍珍 

电话 (021)53686888 传真 (021)53686100-7008 

网址 http://www.shzq.com 客服电话 (021)962518 、

4008918918 

7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法定代表人 刘世安 联系人 周一涵 

电话 021-38637436 传真 021-58991896 

网址 http://www.stock.pingan.com 客服电话 95511—8 

7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 号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 号 

法定代表人 章宏韬 联系人 范超 

电话 0551-65161821 传真 0551-65161672 



网址 http://www.hazq.com 客服电话 95318 

75.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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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28 层 

注册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 层 

法定代表人 蔡一兵 联系人 郭静 

电话 (0731)84403347 传真 (0731)84403439 

网址 http://www.cfzq.com 客服电话 95317 

76.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 号金源中心 30 楼 

注册地址 广东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运勇 联系人 李荣 

电话 (0769)22115712 传真 (0769)22115712 

网址 http://www.dgzq.com.cn 客服电话 95328 

77.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注册地址 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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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昐昐 

电话 0371--69099882 传真 0371--65585899 

网址 http://www.ccnew.com 客服电话 95377 

78.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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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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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翁振杰 联系人 黄静 

电话 (010)84183389 传真 (010)84183311 

网址 http://www.guodu.com 客服电话 400-818-8118 

79.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 号投资广场 18 层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 号投资广场 18 层 

法定代表人 赵俊 联系人 王一彦 

电话 (021)20333333 传真 (021)50498825 

网址 http://www.longone.com.cn 客服电话 95531;400-888-8588 

80.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31 层 

法定代表人 高迎欣 联系人 王炜哲 



传真 (021)50372474 

网址 http://www.bocifunds.com 客服电话 4006208888 

81.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 111 号 

办公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东方君座 D 座光大银行办公楼

14-18 楼 

注册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东方君座 D 座光大银行办公楼

14-18 楼 

法定代表人 庞介民 联系人 王旭华 

电话 （010）66297386 传真 （0471）4961259 

网址 http://www.cnht.com.cn 客服电话 （0471）4972343 

82.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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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宏源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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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韩志谦 联系人 王怀春 

电话 0991-2307105 传真 0991-2301927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8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办公地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人 许曼华 

电话 021-20315290 

网址 http://www.zts.com.cn/ 客服电话 95538 

84.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0-42 层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1 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招商银行大厦 40－42 层 

法定代表人 姜昧军 联系人 方文 

电话 （0755）83199599 传真 （0755）83199545 

网址 http://www.csco.com.cn 客服电话 （0755）83199511 

85.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9、16-20 楼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联系人 毛诗莉 

电话 (0755)23838750 传真 (0755)25838701 



网址 http://www.firstcapital.com.cn 客服电话 95358 

86.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36 号证券大厦 4 层 

办公地址 海口市南宝路 36 号证券大厦 4 楼 

注册地址 海口市南宝路３６号证券大厦４楼 

法定代表人 王作义 联系人 马贤清 

电话 (0755)83025022 传真 (0755)83025625 

网址 http://www.jyzq.cn 客服电话 400-8888-228 

87.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232 号信托大厦 16-17 楼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0000 室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0000 室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联系人 梁承华 

电话 (029)87416168 传真 (029)87406710 

网址 http://www.west95582.com 客服电话 95582 

88.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8 层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 157 号 7-8 层 

注册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 157 号 7－8 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联系人 张腾 

电话 （0591）87383623 传真 （0591）87383610 

网址 http://www.hfzq.com.cn/ 客服电话 （0591）96326 

89.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财富中心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 21 楼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 21 楼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电话 （0931）4890208 传真 （0931）4890628 

网址 http://www.hlzq.com 客服电话 （ 0931 ） 96668 、

4006898888 

9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 丁学东 联系人 杨涵宇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85679203 

网址 http://www.cicc.com.cn 客服电话 400 910 1166 

9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办公地址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杭 大 路 15 号 嘉 华 国 际 商 务 中 心

201,501,502,1103,1601-1615,1701-1716 室 

注册地址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杭 大 路 15 号 嘉 华 国 际 商 务 中 心

201,501,502,1103,1601-1615,1701-1716 室 

法定代表人 阮琪（代） 联系人 陶志华 

电话 0571 - 87789160 传真 0571-87818329 

网址 http://www.ctsec.com 客服电话 (0571)96336 、

962336(上海地区) 

92.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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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8 层 A01、B01（b）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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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定 代 表

人 

俞洋 联系人 杨莉娟 

电话 021-54967552 传真 021-54967032 

网址 http://www.cfsc.com.cn 客服电话 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93.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 18层-21层

及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

22、23 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座 4 层、18-21 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21 层及

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高涛 联系人 胡芷境 

电话 0755-88320851 传真 0755-82026539 

网址 http://www.china-invs.cn 客服电话 400 600 8008 

94.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B 座 15 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 7 层、8 层 

法定代表人 黄扬录 联系人 罗艺琳 

电话 0755-82570586 传真 0755-82960582 

网址 http://www.zszq.com.cn 客服电话 95329 

95.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55 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

大堂和三、四层 

注册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55 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

大堂和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 徐刚 联系人 彭莲 

电话 0755-83331195 



网址 http://www.lxsec.com 客服电话 95564 

96.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 833 号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５６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名扬 联系人 周俊 

电话 0451-85863726 传真 0451-82337279 

网址 http://www.jhzq.com.cn/ 客服电话 400-666-2288 

97.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成证大厦 16 楼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人 刘婧漪、贾鹏 

电话 028-86690057 、

028-86690058 

传真 028-86690126 

网址 http://www.gjzq.com.cn 客服电话 95310 

98.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盘古大观 A 座 40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40 层-43 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法定代表人 何亚刚 联系人 齐冬妮 

电话 (010)59355807 传真 (010)56437013 

网址 http://www.e5618.com 客服电话 400-889-5618 

99.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环球金融中心 57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7 层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7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 夏元 

电话 （021）68777222 传真 （021）68777822 

网址 http://www.cnhbstock.com 客服电话 4008209898 

10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办公地址 北京朝阳门北大街 18 号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18 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 祝献忠 联系人 李慧灵 

电话 010-85556100 传真 010-85556088 

网址 http://www.hrsec.com.cn 客服电话 400-898-4999 

101.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 18 号川信大厦 10 楼 

注册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十八号川信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 吴玉明 联系人 刘进海 

电话 028-86199278 传真 028-86199382 

网址 http://www.hx818.com 客服电话 4008366366 

102.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华西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联系人 谢国梅 

电话 (010)52723273 传真 (028)86150040 

网址 http://www.hx168.com.cn 客服电话 95584 

103.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楼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楼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楼 

法定代表人 林俊波 联系人 李欣 

电话 (021)38784580 传真 (021)68865680 

网址 http://www.xcsc.com 客服电话 95351 

10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