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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基金旗下基金开放状态一览表

2021-10-13

招商基金旗下基金开放状态一览表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目前招商基金旗下部分基金暂停或限制了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为了便于您做出投资安排，在此将各只基金目前业务
开放情况提示如下，敬请查阅：

基金类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暂停/开放状态

217016

招商深证100指数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408

招商深证100指数C

仅在直销机构开放（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217017

招商上证消费80ETF联接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407

招商上证消费80ETF联接C

仅在直销机构开放（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217019

招商深证TMT50ETF联接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409

招商深证TMT50ETF联接C

仅在直销机构开放（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161715

招商中证商品指数基金
（LOF）

开放，并于深交所上市交易（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商上证消费80ETF

开放（需通过上海证券账户进行
申购赎回或二级市场交易，最小
申购赎回单位为400万份，交易
以100份或其整数倍为单位）

159909

招商深证TMT50ETF

开放（需通过深圳证券账户进行
申购赎回或二级市场交易，最小
申购赎回单位为25万份，交易
以100份或其整数倍为单位）

217027

央视财经50指数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410

央视财经50指数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61718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0746

招商行业精选股票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61720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A

开放，并于深交所上市交易

013597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61721

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3273

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0960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基金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61723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

开放

161724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A

开放，并于深交所上市交易

013596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510150（交易代码）
510151（申赎代码）

161725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A

012414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C

161726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A

8月30日起，暂停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元的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
务，于深交所上市交易。（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8月30日起，暂停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元的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
务，暂不上市。（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开放，并于深交所上市交易

股票型

012417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C

开放，暂不上市（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001628

招商体育文化休闲基金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1404

招商移动互联网产业基金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1917

招商量化精选股票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7950

招商量化精选股票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3416

招商财经大数据股票A

007952

招商财经大数据股票C

004190

招商沪深300指数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191

招商沪深300指数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194

招商中证1000指数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195

招商中证1000指数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192

招商中证500指数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193

招商中证500指数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784

招商稳健优选股票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1749

招商中国机遇股票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5761

招商MSCI中国A股国际
通ETF联接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5762

招商MSCI中国A股国际
通ETF联接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8月19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8月19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
于10月15日起恢复（点击查看
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
于10月15日起恢复（点击查看
公告详情）

501067

招商富时A-H50指数A

501068

招商富时A-H50指数C

159975

招商深证100ETF

007729

招商普盛全球配置（QDII）
人民币

007975

招商普盛全球配置（QDII）
美元

008183

招商普盛全球配置（QDII）
美元现钞

515083

招商中证红利ETF

008075

招商核心优选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076

招商核心优选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515163（认购代码）
515160（证券代码）

招商MSCI中国A股国际通
ETF（场内简
称：MSCICHNA）

159991

招商创业板大盘ETF（场内
简称：创大盘）

008236

招商深证100ETF联接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237

招商深证100ETF联接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261

招商研究优选股票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262

招商研究优选股票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59815

招商中证浙江100ETF
（场内简称：浙江100）

认购代码：513993
证券代码：513990

港股通ETF（场内简称：港
股通综）

开放，并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最
小申购、赎回单位为250万
份）（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10月15日
起恢复（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10月15日
起恢复（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10月15日
起恢复（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并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并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最小申购、赎回单
位为200万份）（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并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最小申购、赎回单
位为100万份）（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并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最小申购、赎回单
位为200万份）（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10月15日
起恢复（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商科技动力3个月滚动持
有股票A

开放（本基金每笔份额设3个月
滚动运作期，每个运作到期日
（即合同生效日或申购申请日的
每3个月月度对日）方可赎回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602

招商科技动力3个月滚动持
有股票C

开放（本基金每笔份额设3个月
滚动运作期，每个运作到期日
（即合同生效日或申购申请日的
每3个月月度对日）方可赎回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864

招商景气优选股票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865

招商景气优选股票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0341

招商产业精选股票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0342

招商产业精选股票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601

009726
009727
159843
159849

招商中证500等权重指数增
强A
招商中证500等权重指数增
强C
招商国证食品饮料ETF（场
内简称：食品饮料）
招商中证生物科技主
题ETF（场内简称：生
物ETF）

516673

招商中证畜牧养殖ETF（场
内简称：畜牧养殖）

011651

招商港股通核心精选股票 A

011652

招商港股通核心精选股票 C

159890

招商中证云计算ETF（场内
简称：云ETF）

011853

招商中证消费龙头指数增强
A

011854

招商中证消费龙头指数增强
C

159898

招商中证全指医疗器
械ETF（器械ETF）

011966

招商中证光伏产业指数 A

011967

招商中证光伏产业指数 C

011373

招商前沿医疗保健股票 A

011374

招商前沿医疗保健股票 C

159899

招商中证全指软件ETF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于深交所上市交易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3月2日起开放，于深交
所上市交易（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3月26日起开放，于上交
所上市交易（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10月15日
起恢复（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10月15日
起恢复（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4月2日起开放，于深交
所上市交易（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8月25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
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5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
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6月4日起开放，于深交
所上市交易（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6月2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6月2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
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
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6月28日起开放，于深交
所上市交易（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7月15日开放申购、赎回
业务，并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最
小申购、赎回单位为300万
份）（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7月5日开放申购、赎回
业务，并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最
小申购、赎回单位为300万份）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认购代码：561903
证券代码：561900

招商沪深300ESG基准ETF

认购代码：588303
证券代码：588300

招商中证科创创
业50ETF（证券简称：双
创ETF）

011882

招商蓝筹精选股票 A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1883

招商蓝筹精选股票 C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2835

招商景气精选股票 A

012836

招商景气精选股票 C

2021年9月22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2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认购代码：561913 证券
代码：561910

招商中证电池主题ETF（证
券简称：电池ETF）

013195

招商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A

013196

招商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C

013302

招商中证科创创业50ETF联
接A

013303

招商中证科创创业50ETF
联接C

159701

招商中证物联网主
题ETF（场内简称：物联
网ETF招商）

012900

招商创业板指数增强 A

012901

招商创业板指数增强 C

159779

招商中证消费电子主
题ETF（消费电子ETF招
商）

2021年8月12日开放申购、赎回
业务，并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最
小申购、赎回单位为100万份）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1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1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9月10日
至2021年11月5日（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1日至
2021年10月29日（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1日至
2021年10月29日（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1日
至2021年10月29日（点击查看
公告详情）

217001

招商安泰偏股混合

开放

217002

招商安泰平衡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17005

招商先锋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61706
161707

招商优质成长混合
（LOF）(前端)
招商优质成长混合
（LOF）(后端)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17009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17010

招商大盘蓝筹混合

开放

217012

招商行业领先混合A

开放

217013

招商中小盘混合

开放

217020

招商安达灵活配置混合

开放

217021

招商优势企业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0126

招商安润灵活配置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0314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A

暂停单日单个账户单笔或累计高
于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017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C

暂停单日单个账户单笔或累计高
于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0530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混合A

002417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混合C

000679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416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61722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
（LOF）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1427

招商丰泽混合A

001446

招商丰泽混合C

001403

招商国企改革主题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1531

招商安益混合

开放

001869

招商制造业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569

招商制造业混合C

开放

2020年2月25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5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2月25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5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19年12月23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19年12月23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249

招商境远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271

招商安弘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103

招商康泰灵活配置混合

开放

002389

招商安德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390

招商安德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商安元混合A

招行：2021年4月16日起恢复招
行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其他渠
道：2020年7月14日起暂停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5万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
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457

招商安元混合C

招行：2021年4月16日起恢复招
行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其他渠
道：2020年7月14日起暂停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5万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
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317

招商睿逸稳健配置混合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628

招商安博灵活配置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629

招商安博灵活配置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61727

招商增荣灵活配置混合
（LOF）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657

招商安裕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658

招商安裕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776

招商安荣混合A

002777

招商安荣混合C

002574

招商瑞庆灵活配置混合A

007085

招商瑞庆灵活配置混合C

003004

招商睿祥定开混合

002514

招商丰益混合A

002515

招商丰益混合C

002581

招商丰凯混合A

002582

招商丰凯混合C

002456

混合型

002819

招商丰美混合A

002820

招商丰美混合C

2020年10月21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10月21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3日起，暂停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5万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
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3日起，暂停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5万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
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8日至10月8日开放
赎回及转换转出业
务，2021年9月28日
至10月11日开放申购及转换转
入业务；下一封闭期
为2021年10月12日
至2022年3月27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7月15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5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7月15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5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7月15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5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7月15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5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20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20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0年7月15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的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7月15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的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2019年8月16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19年8月16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4日暂停申购、赎
回及定投，上述业务10月15日
起恢复（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9月8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9月8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3861

招商兴福混合A

003862

招商兴福混合C

004142

招商盛合灵活混合A

004143

招商盛合灵活混合C

004266

招商沪港深科技创新混合

004932

招商丰拓灵活混合A

004933

招商丰拓灵活混合C

005906

招商丰茂灵活混合发起式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5907

招商丰茂灵活混合发起式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161728

招商瑞智优选混合（LOF）

006364
006365

招商丰韵混合A
招商丰韵混合C

006861

招商和悦稳健养老一年持有
期混合（FOF）A

2021年8月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
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20万
元的申购和定投业务（开放申
购、定投、赎回，每笔份额需最
短持满1年方可赎回）（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20万
元的申购和定投业务（开放申
购、定投、赎回，每笔份额需最
短持满1年方可赎回）（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006862

招商和悦稳健养老一年持有
期混合（FOF）C

161729

招商3年封闭瑞利混合

封闭期；于深交所上市交易，并
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007725

招商瑞文混合A

开放

007726

招商瑞文混合C

开放

007660

招商和悦均衡养老三年持有
期混合（FOF）

开放申购、定投申购，每笔份额
需最短持满3年方可赎回（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008456

招商瑞阳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457

招商瑞阳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655

招商科技创新混合A

008656

招商科技创新混合C

008158

招商盛鑫优选3个月持有期
混合（FOF）A

008159

招商盛鑫优选3个月持有期
混合（FOF）C

009377

招商瑞恒一年持有期混合A

8月27日起，开放转换转入业
务，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转
出及定投业务已于前期正常开
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8月27日起，开放转换转入业
务，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转
出及定投业务已于前期正常开
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申购、定投、赎回，每笔份
额需最短持满3个月方可赎回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申购、定投、赎回，每笔份
额需最短持满3个月方可赎回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5月24日起，开放赎回及
转换转出业务，本基金每笔份额
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回，基金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已于2020年6月2日开放（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009378

招商瑞恒一年持有期混合C

2021年5月24日起，开放赎回及
转换转出业务，本基金每笔份额
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回，基金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已于2020年6月2日开放（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009423

招商瑞信稳健配置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424

招商瑞信稳健配置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360

招商创新增长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361

招商创新增长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695

招商成长精选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A

009696

招商成长精选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C

009362

招商丰盈积极配置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9363

招商丰盈积极配置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商瑞泽一年持有期混合A

2021年8月27日起，开放日常赎
回和转换转出业务，申购、转换
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已
于2020年9月10日起开放，本基
金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一年方可
赎回或转出（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招商瑞泽一年持有期混合C

2021年8月27日起，开放日常赎
回和转换转出业务，申购、转换
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已
于2020年9月10日起开放，本基
金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一年方可
赎回或转出（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010018

010019

009718
009719

招商增浩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A
招商增浩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C

封闭期(2021年7月3日
至2022年7月3日)（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封闭期(2021年7月3日
至2022年7月3日)（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封闭期（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封闭期（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0日至9月2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9月3日
至12月2日，封闭期内不接受申
购、赎回及转换申请（不向个人
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2021年3月26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
于2022年1月26日开放每笔份额
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回。（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3月26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
于2022年1月26日开放每笔份额
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回。（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6月18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
于2022年2月7日开放，本基金
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
回或转出。（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010417

招商盛洋3个月定开混合

010688

招商瑞德一年持有期混合A

010689

招商瑞德一年持有期混合C

010166

招商兴和优选1年持有期混
合

010503

招商稳兴混合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0504

招商稳兴混合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0996

招商品质升级混合A

010997

招商品质升级混合C

011397

招商瑞和1年持有期混合A

2021年5月7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5月7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4月26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
务；2022年3月24日起，开放赎
回和转换转出，本基金每笔份额
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回或转出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1398

招商瑞和1年持有期混合
C

010944

招商商业模式优选混合 A

010945

招商商业模式优选混合 C

011450

招商企业优选混合 A

011451

招商企业优选混合 C

011190

招商瑞安1年持有期混合 A

011191

招商瑞安1年持有期混合 C

012196

招商品质生活混合A

012197

招商品质生活混合C

012123

招商金安成长严选1年封闭
混合

2021年4月26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
务；2022年3月24日起，开放赎
回和转换转出，本基金每笔份额
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回或转出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4月26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4月26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7月2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
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7月2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
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2021年6月1日起已开放日
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
务，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将
于2022年5月10日开放，本基金
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
回（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2021年6月1日起已开放日
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
务，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将
于2022年5月10日开放，本基金
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1年方可赎
回（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申购业务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12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将
于2022年1月13日开放，每笔份
额需最短持满6个月方可赎回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12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将
于2022年1月13日开放，每笔份
额需最短持满6个月方可赎回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0942

招商瑞乐6个月持有期混
合A

010943

招商瑞乐6个月持有期混
合C

011214

招商惠润一年定开混合发起
式（MOM）A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1215

招商惠润一年定开混合发起
式（MOM）C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6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将
于2022年4月27日起开放，本基
金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9个月方
可赎回或转出（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8月26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将
于2022年4月27日起开放，本基
金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9个月方
可赎回或转出（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011791

招商瑞盈9个月持有期混合
A

011792

招商瑞盈 9 个月持有期混
合C

012003

招商价值成长混合 A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2004

招商价值成长混合 C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1690

招商品质发现混合 A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1691

招商品质发现混合C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2186

招商品质成长混合 A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2187

招商品质成长混合 C

012963

招商稳健平衡混合 A

012964

招商稳健平衡混合 C

013559

招商均衡回报混合 A

013560

招商均衡回报混合 C

012037

招商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
（FOF）

募集期（2021年9月30日
至2021年12月29日）（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217008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17003

招商安泰债券A

217203

招商安泰债券B

013391

招商安泰债券D

217024

招商安盈债券A

012233

招商安盈债券C

008383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A

217011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C

161713

招商信用添利债
券A（LOF）

009637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C

217018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

217022

招商产业债券A

001868

招商产业债券C

217023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A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9月15日
至2021年10月15日）（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9月15日
至2021年10月15日）（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8日
至2021年10月27日）（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8日
至2021年10月27日）（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3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3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23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9月22日起，暂停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元的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9月22日起，暂停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元的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16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12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2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3月16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5万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其中权益分派期
间(2021年9月28日
至9月30日)暂停转托管业务（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仅开放场外申购、定投、赎回、
转换业务且不上市交易（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2020年6月3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5万的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16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行渠道：2020年6月8日起暂
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
超过10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其他渠道：2020年5月6日起暂
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
超过100元的申购及转换转入，
定投申购限额为1000元（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并于9月8日起恢复上述大额
交易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9月2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并于9月8日起恢复上述大额
交易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007951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C

217025

招商理财7天债券A

217026

招商理财7天债券B

161716

招商双债增强债
券C（LOF）

003297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E

009580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D

000809

招利1个月期理财B

002756

招商招兴3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A

002757

招商招兴3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C

002817

招商招恒纯债A

002818

招商招恒纯债C

002994

招商招裕纯债A

002995

招商招裕纯债C

003156

招商招悦纯债A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3157

招商招悦纯债C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3265

招商招坤纯债A

003266

招商招坤纯债C

003454

招商招通纯债A

003455

招商招通纯债C

003452

招商招盛纯债A

开放申购和赎回业务，转换及定
投暂未开通（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不可转换、定投，因受限额10万
影响，暂停申购（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2021年4月1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5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仅开放场外申购、定投、赎回、
转换业务且不上市交易；
2021年4月1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5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仅开放场外申购、定投、赎回、
转换业务且不上市交
易；2021年4月19日起,暂停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个人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单笔或累计不高于10万元的申
购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封闭期（2021年8月12日
至11月12日）本基金不向个人
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封闭期（2021年8月12日
至11月12日）本基金不向个人
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2021年1月2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月2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3月13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3月13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5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5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19年12月12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3453

招商招盛纯债C

003269

招商招乾3个月定开债A

003270

招商招乾3个月定开债C

003618

招商招旺纯债A

003619

招商招旺纯债C

003438

招商招怡纯债A

003439

招商招怡纯债C

012490

招商招怡纯债D

2019年12月12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6日至10月12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10月13日
至2022年1月13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本
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
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6日至10月12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10月13日
至2022年1月13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本
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
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账户单笔或累计高
于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账户单笔或累计高
于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0年3月12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14日至9月22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9月23日
至12月23日（本基金不向个人
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2021年9月14日至9月22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9月23日
至12月23日（本基金不向个人
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1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1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003571

招商招琪纯债A

003442

招商招惠3个月定开债A

003443

招商招惠3个月定开债C

003863

招商招祥纯债A

003864

招商招祥纯债C

011955

招商招祥纯债D

开放

003809

招商招顺纯债A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50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012489

招商招顺纯债D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3569

招商招丰纯债A

003859

招商招旭纯债A

003860

招商招旭纯债C

债券型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0万元的申购、定投及转
换转入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5月18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3千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5月18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3千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0753

招商招旭纯债D

003448

招商招华纯债A

003867

招商招景纯债A

003450

招商招信3个月定开债A

003451

招商招信3个月定开债C

003440

招商招享纯债A

004667

招商招财通理财债券

000792

招商定期宝六个月期理财债
券

004780

招商招利一年理财债券

005594

招商添润3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A

005595

招商添润3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C

005648

招商添琪3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A

2021年5月14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0万元的申购、定投及转
换转入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2021年9月24日至9月30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10月1日
至2022年1月4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不
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4日至9月30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10月1日
至2022年1月4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不
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暂停运作（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因第五个开放期最后一日
（2021年7月29日）日终的基金
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根据基
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暂停下一封
闭期运作，基金份额将自动赎
回，赎回款将在7个工作日内返
还。（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8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并于10月11日起恢复
上述大额交易业务。
2021年9月28日至10月11日开
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并于
下个封闭期第一个工作日
（10月12日）进行份额折算，
折算后基金单位净值调整
为1元，份额数额按折算比例相
应调整，持有人资产净值总额保
持不变；下一封闭期
为2021年10月12日
至2022年10月12日，封闭期内
不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19日至8月25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8月26日
至11月26日，封闭期内不接受
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不向
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19日至8月25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8月26日
至11月26日，封闭期内不接受
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不向
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7日至10月8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10月9日
至2022年1月10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目
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5649

招商添琪3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C

005606

招商招鸿6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

006107

招商添利6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A

006108

招商添利6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C

006150

招商添利两年债券

005719

招商招诚半年定开债发起式

006332

招商金鸿债券A

006333

招商金鸿债券C

006393

招商添德3个月定开债A

006394

招商添德3个月定开债C

006427

招商添悦纯债A

006428

招商添悦纯债C

002341

招商招瑞纯债发起式A

002520

招商招瑞纯债发起式C

006325

招商添荣3个月定开债A

006326

招商添荣3个月定开债C

2021年9月27日至10月8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10月9日
至2022年1月10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目
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封闭期（2021年6月1日
至12月1日）不向个人投资者公
开销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2日至9月28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9月29日
至2022年3月29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目前
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2日至9月28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2021年9月29日
至2022年3月29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目前
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封闭期（2020年10月20日
至2022年10月20日）（点击查
看公告详情）
封闭期（2021年7月8日
至2022年1月10日）不向个人投
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100万元的申购、定投及
转换转入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15日开
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
封闭期为2021年10月16日
至2022年1月17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目
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15日开
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
封闭期为2021年10月16日
至2022年1月17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目
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5千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5千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50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超过50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2021年9月23日至9月29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9月30日至12月30日。不
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3日至9月29日开放
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封
闭期为9月30日至12月30日。不
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006473

招商中债1-5年进出口行A

006474

招商中债1-5年进出口行C

006629

招商鑫悦中短债A

006630

招商鑫悦中短债C

006383

招商添盈纯债A

006384

招商添盈纯债C

007328

招商添盈纯债E

006650

招商安庆债券

006489

招商添裕纯债A

006490

招商添裕纯债C

011292

招商添裕纯债D

007173

招商添旭3个月定开债发起
式A

007051

招商中债3-5年国开行A

9月28日起，本基金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并于10月8日起恢复（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9月28日起，本基金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并于10月8日起恢复（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7月26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3千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7月26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3千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3月8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3月8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3月8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5月20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千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目
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5月20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千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目
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1月18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目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
销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封闭期（2021年7月13日
至2021年10月13日）不向个人
投资者公开销售。（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8月18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
序，不再接受申购、定投、赎回
及转换等业务申请，并停止收取
管理费、托管费和C类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商中债3-5年国开行C

8月18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
序，不再接受申购、定投、赎回
及转换等业务申请，并停止收取
管理费、托管费和C类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商添韵3个月定开债A

2021年10月12日至10月18日开
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
封闭期为2021年10月19日
至2022年1月19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本
基金目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
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7909

招商添韵3个月定开债C

2021年10月12日至10月18日开
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下一
封闭期为2021年10月19日
至2022年1月19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本
基金目前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
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460

招商招和39个月定开债

封闭期（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7595

招商添泽纯债A

2020年5月12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7052

007908

007596

招商添泽纯债C

2020年5月12日起暂停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0元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475

招商民安增益债券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476

招商民安增益债券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791

招商安华债券A

开放

008792

招商安华债券C

开放
封闭期（2021年5月28日
至2022年5月30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不
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封闭期（2021年5月28日
至2022年5月30日）封闭期内不
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不
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2021年8月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5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9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500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4日起，本基金进入
清算程序，不再接受申购、定
投、赎回及转换等业务申请，并
停止收取管理费、托管费和C类
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2021年9月24日起，本基金进入
清算程序，不再接受申购、定
投、赎回及转换等业务申请，并
停止收取管理费、托管费和C类
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008463

招商添瑞1年定开债A

008464

招商添瑞1年定开债C

008774

招商鑫福中短债A

008775

招商鑫福中短债C

008473

招商招阳纯债A

008474

招商招阳纯债C

008731

招商添浩纯债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732

招商添浩纯债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804

招商添华纯债A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805

招商添华纯债C

开放（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8813

招商中债-1-3年国开债A

2021年8月10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并于8月17日起恢复上述大
额交易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008814

招商中债-1-3年国开债C

2021年8月10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
购，并于8月17日起恢复上述大
额交易业务（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009711

招商添盛78个月定开债

封闭期（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0430

招商安阳债券A

010431

招商安阳债券C

010507

招商添锦1年定开债发起式

011294

招商添逸 1 年定开债

封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1944

招商金融债 3 个月定开债

封闭期（2021年8月4日
至11月3日）封闭期内不接受申
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点击查看
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2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9月22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封闭期（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
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12285

招商稳裕短债 30 天持有期
债券 A

012286

招商稳裕短债 30 天持有期
债券 C

013099

招商稳乐中短债90天持有
期债券 A

013100

招商稳乐中短债90天持有
期债券 C

012806

招商添呈 1 年定开债

012818

招商享诚增强债券 A

012819

招商享诚增强债券 C

013753

招商稳福短债14天滚动持
有债券发起式A

013754

招商稳福短债14天滚动持
有债券发起式C

013703

招商添福1年定开债

2021年6月11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
于2021年7月8日开放，本基金
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30天方可赎
回，且目前仅向个人投资者销
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6月11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
于2021年7月8日开放，本基金
每笔份额需最短持满30天方可赎
回，且目前仅向个人投资者销
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1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将
于2021年11月8日起开放。每笔
份额需最短持满90天方可赎
回（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2021年8月13日起，开放日常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申购业务，
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将
于2021年11月8日起开放。每笔
份额需最短持满90天方可赎
回（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封闭（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
售）（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1日
至10月22日）（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1日
至10月22日）（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1日
至10月25日）（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1日
至10月25日）（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募集期（2021年10月11日
至2022年1月10日）（点击查看
公告详情）

217004

招商现金增值货币A

217014

招商现金增值货币B

159003

招商保证金快线A

159004

招商保证金快线B

011258

招商保证金快线D

000588

招商招钱宝货币A

000758

招商招钱宝货币C

000644

招商招金宝货币A

000651

招商招金宝货币B

货币型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千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
情）
不可定投，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单笔或累计高于1千万元的申
购、定投申购及转换转入（转换
转入业务仅支持由现金增值A转
换转入，最低转入金额1千万
元，最高转入金额不限）（点击
查看公告详情）
开放（仅支持通过深交所进行申
赎和买卖）
开放（仅支持通过深交所进行申
赎和买卖）
2021年7月5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1000万元的申购和定投申购业
务（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5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5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千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且单个基金账户
累计持有本基金的份额上限
为1亿份（含）（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6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且单个基金账户
累计持有本基金的份额上限
为1亿份（含）(本基金申购/转
换转入/定投最低金额为10元，
赎回/留存最低份额为0.01份；
直销柜台起点为500万元且未开
通定投)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852

招商财富宝交易型货币A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5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511850（交易代码）
511851（申赎代码）

招商财富宝交易型货币E

开放(仅支持通过上交所进行申
赎、买卖业务，暂不开通转换、
定投功能)

003388

招商招益宝货币A

003389

招商招益宝货币B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5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500万元的申购、定投及
转换转入（本基金申购/转换转
入/定投最低金额为10元，赎
回/转换转出/留存最低份额
为0.01份；直销柜台起点
为300万元且未开通定投）（点
击查看公告详情）

004261

004262

招商招禧宝货币A

2021年8月18日起，暂停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
过50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投申购（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商招禧宝货币B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5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业务（本基金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投起点
为10元；仅支持由招禧宝A转换
转入；直销柜台起点为300万元
且未开通定投）（点击查看公告
详情）

招商招利宝货币A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0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申购业务（点击查看公
告详情）

003538

招商招利宝货币B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3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本基金申购、定投及
转换转入起点为10元，赎回、转
换转出及最低留存起点0.01份；
直销柜台起点仍为300万元）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2298

招商招福宝货币A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0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招商招福宝货币B

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
计高于10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投（本基金申购、定投及
转换转入起点为10元，赎回、转
换转出及最低留存起点0.01份；
直销柜台起点仍为500万元）
（点击查看公告详情）

003537

002299

请您根据自身投资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祝您投资顺心！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全保障

专业服务

费率1折起
周一至周五：8:30—18:00；周六：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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