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名称 代销机构 客服热线 公司网址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8/400-888-8777 www.gy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www.cnhbstock.com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8000 www.myfund.com

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5807609 www.jrtoo.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400-111-5818 www.hrbx.cn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德邦德利货币市场基金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28-1176 www.hongdian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95162 http://www.cifco.net/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400-111-5818 www.hrbx.cn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28-1176 www.hongdian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62888 www.bankofshanghai.com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7 www.czbank.com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88 www.icbc.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8/400-888-8777 www.gy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www.cnhbstock.com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400-886-7799 www.yhqh.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95532/400-600-8008 www.china-invs.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8000 www.myfund.com

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5807609 www.jrtoo.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德邦优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28-1176 www.hongdian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95162 http://www.cifco.net/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99 www.abchina.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www.ctsec.com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www.cnhbstock.com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6888 www.cgws.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28-1176 www.hongdian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www.ctsec.com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09 www.dxzq.net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www.cnhbstock.com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400-886-7799 www.yhqh.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德邦福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28-1176 www.hongdian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28-1176 www.hongdian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德邦鑫星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6888 www.cgws.com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德邦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德邦稳盈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6888 www.cgws.com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foundersc.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11 www.huajinsc.cn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8000 www.myfund.com

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5807609 www.jrtoo.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德邦民裕进取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99 www.abchina.com/cn/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www.ctsec.com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foundersc.com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www.cnhbstock.com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11 www.huajinsc.cn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6888 www.cgws.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400-111-5818 www.hrbx.cn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德邦乐享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德邦安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7 stock.hnchasing.com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8/400-888-8777 www.gy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11 www.huajinsc.cn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德邦量化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99 www.abchina.com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88 www.icbc.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www.ctsec.com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400-111-5818 www.hrbx.cn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德邦大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95162 http://www.cifco.net/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62999/400-696-2999 www.srcb.com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400-111-5818 www.hrbx.cn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德邦惠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95162 http://www.cifco.net/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www.ctsec.com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7 stock.hnchasing.com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德邦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88 www.icbc.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7 www.cz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德邦沪港深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德邦安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99 www.abchina.com/cn/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88 www.icbc.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www.ctsec.com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11 www.huajinsc.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400-886-7799 www.yhqh.com.cn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95532/400-600-8008 www.china-invs.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德邦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德邦周期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92031 www.wg.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18-11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德邦半导体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7 www.czbank.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11 www.huajinsc.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400-886-7799 www.yhqh.com.cn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92031 www.wg.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18-11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德邦港股通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88 www.icbc.com.cn

德邦锐泓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99 www.abchina.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www.ctsec.com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6888 www.cgws.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德邦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28-1176 www.hongdian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99 www.abchina.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www.ctsec.com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771-95563 www.ghzq.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188-3888 www.chinalin.com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400-886-7799 www.yhqh.com.cn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95532/400-600-8008 www.china-invs.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尚智逢源（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28-1176 www.hongdian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锐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5999 www.shhxzq.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6154828 www.5irich.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德邦景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锐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0100 www.ai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11 www.huajinsc.cn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1-6088 www.gxjlcn.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德邦德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锐恒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319 www.jsbchina.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400-111-5818 www.hrbx.cn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德邦锐泽8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021-50206003 www.msftec.com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德邦锐裕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www.chinalife.com.cn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10-5919 www.fengfd.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德邦锐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400-653-5377 www.zzfco.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01-9301 www.tonghuafund.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德邦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3 bank.pingan.com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www.cmbc.com.cn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8 new.dgzq.com.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www.ebscn.com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88/400-196-6188 www.cnht.com.cn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6011 www.huajinsc.cn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188-3888 www.chinalin.com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5511-8 https://stock.pingan.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2 www.wlzq.cn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4 http://www.ykzq.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3-6885 www.qianjing.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8811 www.zcvc.com.cn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2-5899 www.zscffund.com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817-5666 www.amcfortune.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17-8000 www.vstonewealth.com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9031 www.lufunds.com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德邦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755-83999907 www.fujifund.cn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400-089-0555 www.tenganxinxi.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1-7788 www.dbfund.com.cn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74 www.nbcb.com.cn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7 www.czbank.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http://www.18.cn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0 www.gjzq.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400-888-8666 www.gtja.com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5 www.kysec.cn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shzq.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tfzq.com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1 www.xcsc.com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5/400-888-8111 www.cmschina.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itics.com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 www.baiyingfund.com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98-0618 www.zzfund.com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8-0707 www.hongdianfund.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19-9059 www.hcfunds.com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10-62675369 www.xinca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app.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9-9100 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80-3388 www.pyfund.cn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08-1016 www.fundhaiyin.com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55-5671 www.hgccpb.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www.licaike.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73-7010 www.jianfortune.com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5-66046166-849 www.huilinb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77 www.snjiji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0608980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20219931 www.gw.com.cn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4013999 https://www.hotjijin.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5369 www.jiyufund.com.cn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32-5885 www.leadfund.com.cn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66-6788 www.66liantai.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68889082 http://www.pyt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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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81-8188 www.1234567.com.cn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50810673 www.wacaijijin.com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99-1888 www.520fund.com.cn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1515 www.zhengtongfunds.com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0-2899 www.erichfund.com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1-33635338/400-6767-523 www.zhongzheng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7388 www.ppwfund.com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0-166-1188 8.jrj.com.cn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010-59013895 www.wanjiawealth.com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27-9899 www.buyfunds.cn

喜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99-7719 www.xiquefund.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400-080-8208 www.licaimofang.cn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0 http://fund.sinosig.com/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1-1566 www.yilucaifu.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099-200 www.yixinfund.com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684-0500 www.ifastps.com.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5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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