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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系统 

1、 浏览器输入系统访问地址（以下两者均可）： 

https://222.66.87.193/uums/innovation/index（建议电信用户访问） 

https://120.204.69.22/uums/innovation/index（建议联通用户访问） 

注：浏览器版本建议使用 ie8 及以上。 

 

2、 登录步骤：插入 Ekey—》输入 Ekey 密码—》浏览器输入网址—》输入登录账号（9 开头

的 8 位数）和密码（默认 111111）—》点击登录 

注：Ekey 申请和账号分配流程（如下） 

https://222.66.87.193/uums/innovation/index
https://222.66.87.193/uums/innovatio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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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人员使用
EKEY和登录帐号登录

系统办理基金业务

未申请过EKEY的基金公司申请
EKEY，可在上交所官网的CA专

区查询开通EKEY所需资料，向上
交所人员发出开通账户申请

上交所人员分配公司编
号和系统登录帐号，同
时将EKEY等资料寄回

基金公司

已有EKEY的基金公司申请新的登
录帐号和EKEY，可在上交所CA
专区查询开通账户所需资料，向

上交所人员发出开通账户申请

上交所人员分配系统登
录帐号和EKEY，同时
将EKEY等资料寄回基

金公司

 

登录帐号由公司编号（9 开头的 6 位数）+2 位顺序数构成。 

3、 忘记密码：点击登陆界面的忘记密码，使用短信验证码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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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首页 

 

 

1、 在待办事项列表中，点击处理，进入修改申请单（业务状态为未提交/未通过时）流程。 

2、 在在办事项列表中，可查看详细信息内容。 

3、 在公司事项列表中，可查看所内代填或其他操作员发起的业务流程。 

注：每个岗位的待办事项、在办事项，事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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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金公司信息维护 

1． 步骤：在线填报—》基金公司信息维护—》填写相关信息—》提交申请—》查看业务办理

结果； 

 

3.1 初次录入基金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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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提示提交成功，停留在当前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回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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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修改基金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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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提示修改成功，停留在当前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回到首页。 

 

4 业务办理 

4.1 业务状态说明 

操作 状态 权限 

新建保存 未提交 修改 删除 

新建提交 待审核/审核中/审核通过 查看 

被所内退回 未通过 修改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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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业务流程通用说明 

1、操作人可在各类业务查询界面查看相关流程的详情； 

2、申请单在业务状态为未提交时，操作人可对该申请进行删掉，属物理删除；  

3、申请单在状态为未提交/未通过时，操作人可对该申请进行修改； 

4、申请单在状态为未通过时，操作人可对该申请进行作废。 

 

4.3 代码申请办理 

4.3.1 流程说明 

代码申请是新基金产品进行业务办理的必要前置流程。 

 

4.3.2 新建申请单 

入口：在线填报—》 基金产品代码申请—》业务办理申请 

4.3.2.1 页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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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4 ISIN 代码业务办理 

4.4.1 流程说明 

该业务流程仅针对 ETF 产品。 

前置流程：产品代码申请。待产品代码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 ISIN 代码业务申

请。 

4.4.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在线填报—》ISIN 代码管理 

4.4.2.1 页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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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18 

 

4.5 ETF 发行业务办理 

4.5.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ISIN 代码业务申请。待 ISIN 代码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发行申请。 

请至少在网上现金发行起始日前 4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网上现金发行起始

日为 2017 年 03 月 20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14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5.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ETF 基金—》发行—》业务办理申请 

4.5.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发行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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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TF 上市业务办理 

4.6.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ETF 发行。待 ETF 发行结束后，方可提交上市申请。 

请至少在 ETF 上市日期前 7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 ETF 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2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6.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ETF 基金—》上市—》 业务办理申请 

4.6.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20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7 ETF 拆分业务办理 

4.7.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ETF 上市。待产品 ETF 上市后，方可提交 ETF 拆分业务申请。  

请至少在产品权益登记日前 7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产品权益登记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2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7.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ETF 基金—》拆分—》 业务办理申请 

4.7.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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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TF 合并业务办理 

4.8.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ETF 上市。待 ETF 上市后，方可提交 ETF 合并业务申请。  

请至少在产品权益登记日前 7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产品权益登记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2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8.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ETF 基金—》合并—》 业务办理申请 

4.8.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22 

 

4.9 ETF 更名业务办理 

4.9.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产品代码申请。待产品代码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 ETF 更名业务申

请。  

请至少在更名生效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更名生效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9.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ETF 基金—》更名—》 业务办理申请 

4.9.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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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ETF 回购出入库业务办理 

4.10.1 流程说明 

该流程仅适用于债券 ETF。 

前置流程：产品代码申请。待产品代码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 ETF 回购出入库业

务申请。  

请至少在回购起始日前 4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回购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7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10.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ETF 基金—》回购出入库—》 业务办理申请 

4.10.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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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场外货币 ETF 集合申购及上市业务办理 

4.11.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前置流程：ISIN 代码业务申请。待 ISIN 代码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发

行申请。  

请至少在申购赎回起始日前 6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申购赎回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3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11.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ETF 基金—》集合申购及上市—》 业务办理申请 

4.11.2.1 页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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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12 ETF 退市摘牌业务办理 

4.12.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 ETF 上市（或者场外货币 ETF 集合申购及上市）。待 ETF 上市（或者场外货

币 ETF 集合申购及上市）后，方可提交退市申请。 

请至少在停牌起始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停牌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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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ETF 基金—》退市—》 业务办理申请 

4.12.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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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上证 LOF 基金发行业务办理 

4.13.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基金产品代码业务。待基金产品代码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发行申

请。 

请至少在认购起始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认购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13.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 LOF 基金—》发行—》 业务办理申请 

4.13.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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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14 上证 LOF 基金发行变更业务办理 

4.14.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LOF 发行业务。待 LOF 发行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发行变更申请。 

   请至少在 T-3 日（申请日期必须为“原认购终止日”之前的交易日。若提前结束募

集，T 为变更后的认购终止日；若延长募集，T 为原认购终止日）前发起此流程。（例如：设

定 T 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14.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 LOF 基金—》发行变更—》 业务办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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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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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上证 LOF 基金上市及放开申赎及转托管业务办理 

4.15.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LOF 发行业务申请。待 LOF 发行结束后，方可提交 LOF 基金上市及放开申赎

及转托管业务申请。 

  请至少在产品上市日期前 4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产品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7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15.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 LOF 基金—》上市及放开申赎及转托管 

—》 业务办理申请 

4.15.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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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16 上证 LOF 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赎及转托管业务办理 

4.16.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LOF 基金上市及放开申赎及转托管业务。待 LOF 基金上市并放开申赎及转托

管后，方可提交 LOF 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赎及转托管业务申请。 

请至少在产品暂停申购/赎回/转托管日期前 2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产品暂

停申购/赎回/转托管日期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9 日晚 12 点

前提交此申请。） 

4.16.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 LOF 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赎及转托管 

—》 业务办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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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17 上证分级 LOF 基金定期折算业务办理 

4.17.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无。 

请至少在复牌日前 5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复牌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

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4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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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分级 LOF 基金—》定期折算—》业务办理申请 

4.17.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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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上证基金通发售业务办理 

4.18.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基金产品代码。待基金产品代码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发行申请。 

请至少在认购起始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认购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18.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基金通—》发售—》业务办理申请 

4.18.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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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上证基金通发售变更业务办理 

4.19.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上证基金通发售。待上证基金通发售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发售变更

申请。 

请至少在 T-3 日（申请日期必须为“原认购终止日”之前的交易日。若提前结束募集，T

为变更后的认购终止日；若延长募集，T 为原认购终止日）前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 T 日

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9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19.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基金通—》发售变更—》业务办理申请 

4.19.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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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上证基金通更名业务办理 

4.20.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上证基金通发售。待上证基金通发售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更名申

请。 

请至少在 T-3 日（T 日为变更生效日，T 日必须是“认购终止日”之后的交易日）前提交

此申请。（例如：设定 T 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0.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基金通—》更名—》业务办理申请 

4.20.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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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上证基金通放开申购赎回及转托管业务办理 

4.21.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上证基金通发售。待上证基金通发售结束后，方可提交更名申请。 

请至少在申购赎回起始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申购赎回起始日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9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1.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基金通—》放开申购赎回及转托管—》业务办理申请 

4.21.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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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上证基金通摘牌业务办理 

4.22.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上证基金通放开申购赎回转托管。待上证基金放开申购赎回及转托管后，方

可提交更名申请。 

请至少在摘牌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摘牌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

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9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2.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上证基金通—》摘牌—》业务办理申请 

4.22.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发行信息，回到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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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实时申赎货币基金发行业务办理 

4.23.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产品代码。待产品代码业务申请审核通过，方可提交实时申赎货币基金发行

业务申请。。 

请至少认购起始日在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认购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3.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其他—》实时申赎货币基金发行—》 业务办理申请 

4.23.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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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24 实时申赎货币基金放开申购赎回业务办理 

4.24.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实时申赎货币基金发行。待实时申赎货币基金发行结束后，方可提交实时申

赎货币基金放开申购赎回业务申请。 

请至少在申购赎回起始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申购赎回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4.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其他—》实时申赎货币基金放开申赎—》 业务办理申请 

4.24.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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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25 实时申赎货币基金摘牌业务办理 

4.25.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实时申赎货币基金放开申购赎回。实时申赎货币基金放开申购赎回后，方可

提交实时申赎货币基金摘牌业务申请。 

请至少在停牌起始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停牌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5.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其他—》实时申赎货币基金摘牌—》 业务办理申请 

4.25.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42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26 基金分红业务办理 

4.26.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必须是在上市之后的代码才能发起流程。 

该流程仅针对 ETF 和封闭式基金。 

请至少在权益登记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权益登记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6.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其他—》基金分红—》 业务办理申请 

4.26.2.1 页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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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27 基金连续停牌业务办理 

4.27.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针对上市的基金，可提交连续停牌申请。 

请至少在停牌起始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停牌起始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7.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其他—》基金连续停牌—》 业务办理申请 

4.27.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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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4.28 （创新式）封闭式基金上市业务办理 

4.28.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无。 

请至少在产品上市日期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产品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8.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其他—》（创新式）封闭式基金上市—》 业务办理申请 

4.28.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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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封转开业务办理 

4.29.1 流程说明 

基金管理人应于 T-10 日（T 为终止上市日）前提交申请，由我部拟走签报同意后启动； 

前置流程：无。 

请至少在终止上市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终止上市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29.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业务办理—》其他—》封转开—》 业务办理申请 

4.29.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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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基金管理人更名业务办理 

4.30.1 流程说明 

前置流程：无。 

请至少在基金管理人更名公告日前 3 个交易日发起此流程。（例如：设定基金管理人更名

公告日为 2017 年 03 月 31 日，则至少需要在 2017 年 03 月 28 日晚 12 点前提交此申请。） 

4.30.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在线填报—》基金管理人更名—》 业务办理申请 

4.30.2.1 页面展示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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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信息披露业务办理 

4.31.1 流程说明 

信息披露为半直通车通道，部分公告将不会经由上交所人员审核，详细直通/非直通的公

告类型请见附件二。请在提交公告时注意内容的准确性。 

4.31.2 新建申请单 

入口：首页—》信息披露—》 业务办理申请 

4.31.2.1 页面展示（以退市公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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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即可保存信息。（系统不校验数据） 

--》点击“提交”，即提交所填信息，回到查询列表页面。（系统校验数据） 

--》点击“关闭”，直接回到查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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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一：信息披露公告分类 

品种 类型 小类 子类 说明 是否审核 

ETF（包括交

易型货币市

场基金） 

定期公告 

季报     

否 
年报     

半年报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临时公告 

发行 

招募说明书 

需一并提交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契约（合同） 

托管协议 

发行公告 

发行变更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成立公告     是 

上市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分红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停牌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更名       

退市 

召开持有人大会公告（需停牌） 

分别选择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 是 

基金提前终止（退市）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其他   

除上述公告类别的

其他 ETF品种的公

告 

是 

上证 LOF、 定期公告 季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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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 LOF

及分级 LOF 

年报     

半年报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临时公告 

发行 

招募说明书 

需一并提交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契约（合同） 

托管协议 

发行公告 

发行变更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成立公告     是 

上市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停牌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定期\不定期折算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退市 

召开持有人大会公告（需停牌） 

分别提交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 是 

基金提前终止（退市）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其他   

除上述公告类别的

其他 LOF或分级的

公告 

是 

上证基金通 

定期公告 

季报     

否 
年报     

半年报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临时公告 
发售 

招募说明书 

需一并提交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契约（合同） 

托管协议 

发售公告 

发行变更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成立公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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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申购赎回及转

托管 
  

仅第一次放开申赎

需要审核，后续定

期放开申赎公告请

通过“其他”提交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更名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摘牌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其他   

除上述公告类别的

其他上证基金通的

公告 

是 

封闭式基金 

定期公告 

季报     

否 
年报     

半年报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临时公告 

停牌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退市 

召开持有人大会公告（需停牌） 

分别选择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 是 

基金提前终止（退市）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其他   

除上述公告类别的

其他封闭式基金的

公告 

是 

实时申赎货

币市场基金 

定期公告 

季报     

否 
年报     

半年报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临时公告 发行 

招募说明书 

需一并提交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基金契约（合同） 

托管协议 

发行公告 

发行变更公告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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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申赎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摘牌     是，并需提起相关业务申请 

其他   

除上述公告类别的

其他实时申赎货币

基金的公告 

是 

紧急公告       一般为事后提交 是 

其他       

无法根据产品细分

的公告，不选产品

代码，直接提交公

告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