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银行代销公募基金公示表

备注：

1.基金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2.收费标准详情请以我行各销售渠道及基金公司公告为准 。

3.下述产品为本行代销产品，本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更新时间：2021年01月19日

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 基金类型 申购费 风险评级 基金公司

000355 南方丰元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南方基金

000356 南方丰元C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南方基金

000527 南方新优享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南方基金

001420 南方大数据300A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002160 南方驱动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002400 南方亚洲美元债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南方基金

002851 南方品质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003161 南方安泰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1 南方稳健成长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6%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2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2%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4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5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6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7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8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混合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009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10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11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A前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12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A后 混合型 不高于2%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15 南方沪深300ETF联接前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16 南方沪深300ETF联接后 股票型 不高于1.4%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17 南方深证成份ETF联接A前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18 南方深证成份ETF联接A后 股票型 不高于1.4%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19 南方策略优化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20 南方策略优化混合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21 南方小康ETF联接A前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022 南方小康ETF联接A后 股票型 不高于1.4%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023 南方优选成长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24 南方优选成长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25 南方上证380联接前 股票型 不高于1.2% 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026 南方上证380联接后 股票型 不高于1.4% 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101 南方宝元债券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102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C 债券型 ——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103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105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106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B 债券型 不高于1%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107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C 债券型 ——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211 南方中证100指数 股票型 不高于1.2% 高风险 南方基金

202213 南方核心竞争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南方基金

202301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A 货币型 —— 低风险 南方基金

202302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B 货币型 —— 低风险 南方基金

202801 南方全球精选 股票型 不高于1.6% 高风险 南方基金

040001 华安创新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02 华安中国A股增强指数 股票型 不高于1.5% 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03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A 货币型 —— 低风险 华安基金

040004 华安宝利配置 混合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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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05 华安宏利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07 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08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09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华安基金

040010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B 债券型 —— 中风险 华安基金

040011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前端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12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华安基金

040013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B 债券型 —— 中风险 华安基金

040015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16 华安行业轮动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18 华安香港精选 股票型 不高于1.6% 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19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C 债券型 —— 中风险 华安基金

040020 华安升级主题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21 华安大中华升级 股票型 不高于1.5% 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22 华安可转债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023 华安可转债债券B 债券型 ——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180 华安上证180ETF联接 股票型 不高于1.2% 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0190 华安上证龙头ETF联接 股票型 不高于1.2% 高风险 华安基金

041003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B 货币型 —— 低风险 华安基金

001800 华安新乐享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华安基金

110001 易方达平稳增长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02 易方达策略成长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03 易方达上证50指数A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05 易方达积极成长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06 易方达货币A级 货币型 —— 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07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A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08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B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09 易方达价值精选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0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A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1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2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3 易方达科翔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5 易方达行业领先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6 易方达货币B级 货币型 —— 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7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8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B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19 易方达深证100ETF联接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0 易方达沪深300ETF联接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1 易方达上证中盘ETF联接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2 易方达消费行业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3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5 易方达资源行业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6 易方达创业板ETF联接A 股票型 不高于1.2% 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7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8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B 债券型 —— 中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29 易方达科讯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35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36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C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37 易方达纯债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0038 易方达纯债债券C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2002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 混合型 不高于2%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18001 易方达亚洲精选 股票型 不高于1.6%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000307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A 股票型 不高于0.7%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001468 广发改革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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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64 广发沪港深新机遇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2124 广发新兴产业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2939 广发创新升级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4119 广发创新驱动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01 广发聚富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02 广发稳健增长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04 广发货币A级 货币型 —— 低风险 广发基金

270005 广发聚丰混合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06 广发策略优选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07 广发大盘成长前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08 广发核心精选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09 广发增强债券 债券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270010 广发沪深300ETF联接A 股票型 不高于1.2% 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11 广发聚富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12 广发稳健增长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14 广发货币B级 货币型 —— 低风险 广发基金

270015 广发聚丰混合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16 广发策略优选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17 广发大盘成长后 混合型 不高于1.8%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21 广发聚瑞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22 广发内需增长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23 广发全球精选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6% 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25 广发行业领先混合A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26 广发中小板300联接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28 广发制造业精选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29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广发基金

270030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B 债券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270041 广发消费品精选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270046 广发景荣纯债债券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5644 广发沪港深龙头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0184 工银添福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工银瑞信

000185 工银添福债券B 债券型 —— 中风险 工银瑞信

000236 工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000402 工银纯债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000403 工银纯债债券B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485018 工银7天理财债券B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485020 工银14天理财债券发起式B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485022 工银尊益中短债债券F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485118 工银7天理财债券A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485120 工银14天理财债券发起式A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485122 工银尊益中短债债券C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工银瑞信

000483 鑫元货币A 货币型 —— 低风险 鑫元基金

000484 鑫元货币B 货币型 —— 低风险 鑫元基金

004493 华泰保兴货币A 货币型 —— 低风险 华泰保兴基金

004494 华泰保兴货币B 货币型 —— 低风险 华泰保兴基金

004585 鹏扬汇利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鹏扬基金

004586 鹏扬汇利债券C 债券型 —— 中风险 鹏扬基金

004614 鹏扬利泽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4% 中风险 鹏扬基金

004615 鹏扬利泽债券C 债券型 —— 中风险 鹏扬基金

050002 博时沪深300指数A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博时基金

050014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A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博时基金

161131 易方达战略配售 混合型 不高于0.6%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160142 南方战略配售 混合型 不高于0.6% 中高风险 南方基金

000215 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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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65 广发安泽短债C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2978 广发医药卫生联接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2979 广发金融地产联接C类 股票型 ——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2982 广发养老指数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2987 广发沪深300指数联接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3377 广发中债7-10年国开债指数C类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3766 广发创业板ETF联接C类 股票型 ——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4753 广发中证传媒ETF联接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855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857 广发中证全指建筑材料指数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064 广发中证全指家用电器指数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224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指数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693 广发中证军工ETF联接C类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827 易方达蓝筹精选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000119 广发聚鑫债券C类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0167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0476 广发天天利货币B类 货币型 —— 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0529 广发竞争优势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0747 广发逆向策略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0992 广发对冲套利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2121 广发沪港深新起点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2624 广发优企精选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243 广发石油指数QDII-C 股票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851 广发医疗保健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853 广发价值回报混合C类 混合型 ——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5233 广发睿毅领先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2% 中风险 广发基金

270042 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QDII） 股票型 不高于1.3% 中风险 广发基金

270050 广发新经济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0118 广发聚鑫债券A类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0267 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A类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0475 广发天天利货币A类 货币型 —— 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0968 广发养老指数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1180 广发医药卫生联接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1469 广发金融地产联接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2125 广发新兴成长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2295 广发稳安灵活A 混合型 不高于1%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2446 广发利鑫灵活 混合型 不高于1%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2622 广发稳裕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2864 广发安泽短债A 债券型 不高于0.4%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3017 广发中证军工ETF联接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3376 广发中债7-10年国开债指数A类 债券型 不高于0.5%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3745 广发多元新兴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3765 广发创业板ETF联接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4752 广发中证传媒ETF联接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852 广发价值回报混合A类 混合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4854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856 广发中证全指建筑材料指数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995 广发品牌消费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4996 广发恒生中型股指数C类 股票型 —— 中高风险 广发基金

004997 广发高端制造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063 广发中证全指家用电器指数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2%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223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指数A类 股票型 不高于1%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225 广发量化多因子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310 广发电子信息传媒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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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02 广发资源优选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598 广发中小盘精选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5777 广发科技动力股票 股票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广发基金

270043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 债券型 不高于0.35%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270048 广发纯债债券A级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0268 广发集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C类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6319 易方达安瑞短债债券A类 债券型 不高于0.4%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006320 易方达安瑞短债债券C类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002227 长城新优选混合A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风险 长城基金

002228 长城新优选混合C 混合型 —— 中风险 长城基金

200003 长城货币A 货币型 —— 低风险 长城基金

004972 长城收益宝A 货币型 —— 低风险 长城基金

004973 长城收益宝B 货币型 —— 低风险 长城基金

000615 长城工资宝货币A 货币型 —— 低风险 长城基金

004568 长城工资宝货币B 货币型 —— 低风险 长城基金

000509 广发钱袋子货币A 货币型 —— 低风险 广发基金

007641 泰达宏利鑫利债券A 债券型 不高于0.8% 中低风险 泰达宏利基金

007642 泰达宏利鑫利债券C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泰达宏利基金

008420 广发招泰混合A类 混合型 不高于0.8%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8421 广发招泰混合C类 混合型 —— 中风险 广发基金

009049 易方达高端制造混合 混合型 不高于1.2%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009292 易方达年年恒春纯债一年定开债券发起式 A 债券型 不高于0.3%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009293 易方达年年恒春纯债一年定开债券发起式 C 债券型 —— 中低风险 易方达基金

010198 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混合基金A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010849 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混合基金C 混合型 ——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011300 易方达智造优势混合基金A 混合型 不高于1.5%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011301 易方达智造优势混合基金C 混合型 —— 中高风险 易方达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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