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

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6 月 16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 ETF 

基金主代码 51577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5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6 月 19 日 

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6 月 19 日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

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

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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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本基

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300 万份，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和调

整。 

2、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本基金当日申购份额及当日赎回份额上限，具体规

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具体规定请

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4、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份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

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

制。具体规定请参见相关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份额和赎回

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介上公告。 

3.2 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0.5%的

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本基

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300 万份，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和调

整。 

2、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本基金当日申购份额及当日赎回份额上限，具体规

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具体规定请

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份额和赎回

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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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0.5%的标

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5. 基金销售机构 

5.1 场内销售机构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 博华大厦 21 楼 

法定代表人：贺青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95521 

网址：www.gtja.com 

（2）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8 号华泰证券广场 

法定代表人：张伟 

客户咨询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3）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邮编:200031）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客服电话：95523 

网址: www.swhysc.com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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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830002） 

法定代表人：李琦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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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ysec.com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户服务热线：95548 

公司网址：www.cs.ecitic.com 

（6）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和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 1 号楼 2001 

法定代表人：姜晓林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公司网址：www.sd.citics.com 

（7）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 22-2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 22-25 层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客服电话：95511-8 

网址: www.stock.pingan.com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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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峻(代行) 

客服热线：95525 

网址：www.ebscn.com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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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400-888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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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sc108.com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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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客服电话：95517 

公司网址：www.essence.com.cn 

（1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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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 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统一客户服务热线：95575  

公司网站：www.gf.com.cn 

（1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客户服务电话：95565 

网址：www.newone.com.cn 

（1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本基金申购赎回代办券商，并在管理人网站

公示。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

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

http://www.essence.com.cn/
http://www.gf.com.cn/
http://www.newo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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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

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在本公司网站（www.cifm.com）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网站上披露的《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2、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

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垂询相关事宜。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