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华智能建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银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银行”）、渤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

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通证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江

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

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西部”）、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新时

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河证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开证券”）、中天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证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山东”）、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华南”）、中信期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财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证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世纪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量基金”）、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明泽”）、上海陆享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享基金”）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21年 9月 6日起，招商银



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大连银行、渤海银行、渤海证券、东北证券、光大证券、海

通证券、恒泰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江海证券、山西证券、申万宏源、申万宏源西部、西

部证券、新时代证券、银河证券、粤开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中信山东、中信

华南、中信期货、西南证券、招商证券、中金财富、第一创业、安信证券、国信证券、东海证券、

长江证券、华福证券、东莞证券、长城国瑞、世纪证券、长量基金、恒天明泽、陆享基金开始代

理银华智能建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836）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客服电话 95555 网址 www.cmbchina.com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 任德奇

客服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

法定代表人 李民吉

客服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 谢永林

客服电话 95511-3 网址 bank.pingan.com

5.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88号天安国际大厦49楼

法定代表人 陈占维

客服电话 400-664-0099 网址 www.bankofdl.com

6.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 李伏安

客服电话 95541 网址 www.cbhb.com.cn

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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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bhb.com.cn/
http://www.bankofdl.com/


客服电话 400-651-5988 网址 www.ewww.com.cn

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 李福春

客服电话 95360 网址 www.nesc.c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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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刘秋明

客服电话 95525 网址 www.ebscn.com

1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 周杰

客服电话
95553或拨打各城市

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www.htsec.com

11.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合

楼

法定代表人 庞介民

客服电话 956088 网址 www.cnht.com.cn

1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 张伟

客服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13.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华西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客服电话 95584 网址 www.hx168.com.cn 

14.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法定代表人 赵洪波

客服电话 956007 网址 www.jhzq.com.cn

15.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 王怡里

客服电话
400-666-1618； 9557

3
网址 www.i618.com.c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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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618.com.cn/
http://www.htsc.com.cn/
http://www.cnht.com.cn/
http://www.htsec.com/
http://www.nesc.cn/


法定代表人 杨玉成

客服电话
95523； 400-889-552

3
网址 www.swhysc.co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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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王献军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www.swhysc.com

18.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法定代表人 徐朝晖

客服电话 95582 网址 www.westsecu.com.cn

19.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院1号楼15层1501

法定代表人 林雯

客服电话 95399 网址 www.xsdzq.cn

2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2-6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客服电话
400-888-888 或 9555

1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21.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惠州市江北东江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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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亦斌 

客服电话 95564 网址 http://www.ykzq.com 

22.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23号甲

法定代表人 马功勋

客服电话 95346 网址 www.iztzq.com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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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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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http://www.chinastock.com.cn/
http://www.westsecu.com.cn/
http://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 95548 网址 www.cs.ecitic.com

25.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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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 95548 网址 http://sd.citics.com/

26.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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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 95396 网址 www.gzs.com.cn

27.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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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层1301-1305

室、14层 

法定代表人 张皓 

客服电话 400-990-8826 网址 www.citicsf.com 

28.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法定代表人 廖庆轩

客服电话 400-809-6096 网址 www.swsc.com.cn

2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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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
400-8888-111； 9556

5
网址 www.newone.com.cn

30.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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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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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 95532 网址 www.ciccwm.com

3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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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电话 95358 网址 www.firstcapital.com.c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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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网址 www.essence.com.cn

3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wone.com.cn/
http://www.gzs.com.cn/
http://www.cs.ecitic.com/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26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客服电话 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34.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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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俊文

客服电话
95531； 400-888-858

8
网址 http://www.longone.com.cn

3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新华

客服电话
95579； 400-8888-99

9
网址 www.95579.com

36.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8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客服电话
96326（福建省外请

先拨0591）
网址 www.hfzq.com.cn

37.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 张运勇

客服电话 95328 网址 www.dgzq.com.cn

38.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2号莲富大厦17楼

法定代表人 王勇

客服电话 400-0099-886 网址 www.gwgsc.com

39.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对

冲基金中心406

法定代表人 李强

网址 www.csco.com.cn

40.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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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陆倩

客服电话 400-820-2899 网址 www.erichfund.com

41.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20号乐成中心A座 23层

http://www.csco.com.cn/
http://www.dgzq.com.cn/
http://www.hfzq.com.cn/
http://www.cz318.com.cn/
http://www.longone.com.cn/
http://www.guosen.com.cn/


联系人 张敏

客服电话 400-786-8868-5 网址 www.chtfund.com/

42. 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1幢1区14032室

法定代表人 粟旭

客服电话 400-168-1235 网址 www.luxxfund.com

43.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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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3日


	19.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