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售 募集 募集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52期

96 2.90% 1万 2019-7-11 2019-7-17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53期

181 3.00% 1万 2019-7-11 2019-7-17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54期

215 3.05% 1万 2019-7-11 2019-7-17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55期

299 3.15% 1万 2019-7-12 2019-7-18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56期

383 3.25% 1万 2019-7-12 2019-7-18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57期

453 3.35% 1万 2019-7-12 2019-7-18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58期

104 2.90% 1万 2019-7-18 2019-7-24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59期

166 3.00% 1万 2019-7-18 2019-7-24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60期

195 3.05% 1万 2019-7-18 2019-7-24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61期

270 3.15% 1万 2019-7-19 2019-7-25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62期

376 3.25% 1万 2019-7-19 2019-7-25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2019年第163期

446 3.35% 1万 2019-7-19 2019-7-25

“乾元—共享型”2019年第77期理财产品 183 3.80% 5万 2019-7-10 2019-7-16

“乾元—开鑫享”2019年第91期（高净客
户）理财产品

281 4.20% 10万 2019-7-10 2019-7-16

“乾元—网银专享”2019年第27期理财产品 125 3.90% 10万 2019-7-10 2019-7-16

“乾元—建融家园客户优享”2019年第8期
理财产品

155 3.90% 10万 2019-7-10 2019-7-16

“乾元—共享型”2019年第78期理财产品 364 3.95% 5万 2019-7-11 2019-7-17

“乾元—优享型”2019年第63期理财产品 103 3.85% 10万 2019-7-11 2019-7-17

个人客户单期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乾元—优享型”2019年第64期理财产品 202 4.00% 10万 2019-7-11 2019-7-17

“乾元—开鑫享”2019年第92期（高净客
户）理财产品

210 4.20% 100万 2019-7-11 2019-7-17

“乾元—开鑫享”2019年第93期（新晋升高
资产净值客户专享）理财产品

350 4.30% 10万 2019-7-10 2019-7-17

“乾元—共享型”2019年第79期理财产品 135 3.75% 5万 2019-7-16 2019-7-22

“乾元—开鑫享”2019年第94期（高净客
户）理财产品

121 4.00% 10万 2019-7-16 2019-7-22

“乾元—网银专享”2019年第28期理财产品 119 3.80% 10万 2019-7-16 2019-7-22

“乾元—共享型”2019年第80期理财产品 175 3.80% 5万 2019-7-17 2019-7-23

“乾元—开鑫享”2019年第95期（高净客
户）理财产品

274 4.15% 10万 2019-7-17 2019-7-23

“乾元—乐享型”2019年第28期理财产品 176 3.90%-4.00% 20万-50万 2019-7-17 2019-7-23

“乾元—共享型”2019年第81期理财产品 364 3.95% 5万 2019-7-18 2019-7-24

“乾元—优享型”2019年第65期理财产品 91 3.80% 10万 2019-7-17 2019-7-24

“乾元—优享型”2019年第66期理财产品 196 3.90% 10万 2019-7-17 2019-7-24

“乾元—开鑫享”2019年第96期（高净客
户）理财产品

209 4.20% 100万 2019-7-18 2019-7-24

“乾元—开鑫享”2019年第97期（新晋升高
资产净值客户专享）理财产品

357 4.30% 10万 2019-7-17 2019-7-24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私享”2019年第142期
私人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

117 3.95% 10万 2019-7-15 2019-7-17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私享”2019年第143期
私人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

296 4.16% 10万 2019-7-18 2019-7-22

起售 募集 募集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开泰纳财”2019年第1
期封闭式固定收益类净值型外币理财产品

172 2.10% 美元：2000 2019-7-15 2019-7-22

净值/预期 起售
年化收益率 金额

1 ≤T＜7 2.80%

产品名称 期限 业绩比较基准

产品名称 期限

“乾元—日鑫月溢”（按日）开放式资产组
合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长期开放类理财产品

10万

（1）产品存续期内任一产
品工作日的1：00—15：
30(除节假日)（2）T日购
买，实时扣款，当日开始
计算收益。

申购规则说明 回赎规则说明

产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任
一个产品工作日的1：00—
15：30申请赎回，赎回的投
资本金和收益实时返还至客
户指定账户。（超过单个客
户累计赎回限额的赎回申请
除外、巨额赎回时请以公告
为准）



7≤T＜14 2.90%

14≤T＜30 3.00%

30≤T＜60 3.10%

60≤T＜90 3.30%

90≤T＜180 3.50%

180≤T＜365 3.70%

T≥365 3.90%

1≤T＜7 2.00%

7≤T＜14 2.10%

14≤T＜30 2.20%

30≤T＜60 3.00%

60≤T＜90 3.10%

T≥90 3.40%

1≤T＜7 2.10%

7≤T＜14 2.20%

14≤T＜28 2.50%

28≤T＜63 2.75%

63≤T＜91 2.90%

91≤T＜182 3.05%

182≤T＜364 3.15%

T≥364 3.30%

“乾元-鑫满溢足”开放式净值型理财管理
计划

1096天 净值 10万

（1）开放日为每周三，如
遇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非节假日的
周三（2）产品存续期内，
客户通过产品申购进行产
品购买，申购的投资资金
将于申购当日冻结，并于
申购当日起的下一个开放
日进行扣划。开放日当日
申购的资金将于下一个开
放日进行扣划。每个开放
日前一天的申购截止时间
为17：30

“乾元—日鑫月溢”（按日）开放式资产组
合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产组合型保本人
民币理财产品

“乾元—日日鑫高”（按日）开放式资产组
合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10万

（1）产品存续期内任一产
品工作日的1：00—15：
30(除节假日)（2）T日购
买，实时扣款，当日开始
计算收益。

产品存续期内，客户可提出
赎回申请，客户赎回的投资
本金和收益将于下一个开放
日兑付至客户签约账户。每
个开放日前一天的赎回截止
时间为17：30。（超过单个
客户累计赎回限额的赎回申
请除外、巨额赎回时请以公
告为准）

产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任
一个产品工作日的1：00—
15：30申请赎回，赎回的投
资本金和收益实时返还至客
户指定账户。（超过单个客
户累计赎回限额的赎回申请
除外、巨额赎回时请以公告
为准）

（1）产品存续期内任一产
品工作日的1：00—15：
30(除节假日)（2）T日购
买，实时扣款，当日开始
计算收益。2019年4月27日
产品到期

产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任
一个产品工作日的1：00—
15：30申请赎回，赎回的投
资本金和收益实时返还至客
户指定账户。（超过单个客
户累计赎回限额的赎回申请
除外、巨额赎回时请以公告
为准）

1万

（1）每月10日为本理财管理计划开放日
（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2）每个
开放日前7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点整提交申购
、赎回申请。

5万



“乾元－鑫满溢足2号”开放式净值型理财
管理计划

1826天 净值 10万

“乾元－鑫满溢足3号”开放式净值型理财
管理计划

1826天 净值 10万

 “乾元－净享”开放式净值型理财管理计
划

1095天 净值 10万

“乾元—建行龙宝”（按日）开放式净值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乾元 -恒赢 ”（按日）开放式净值型人
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5万

“乾元—安鑫”（七天）固定收益类开放式
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乾元—安鑫”（按日）现金管理类开放式
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每一个产品工作日为一个运作周期，投资者通过申购
/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退出投资周期的
运作。2.投资封闭期结束后的每个产品工作日为产品开
放日，开放时间为9:30至15:00（北京时间）。客户可
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进行申购、赎回，如遇其他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

（1）2018年4月25日至2018年5月8日为投资封闭期，投
资封闭期内，客户可以在产品开放时间（北京时间9:00
至15:00）进行申购，但不能赎回本产品。（2）投资封
闭期结束后的每个工作日为产品开放日，开放时间为
9:00至15:00（北京时间）。客户可在开放日的开放时
间内进行申购、赎回。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7个自然日为一个投资
周期，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
参与或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
（2）开放日为每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定休假日,则顺
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情况，以中国建
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

产品工作日的9:00-15:30客户可进行申购、赎回，如遇
其他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

（1）2016年8月22日-12月22日为理财管理计划投资封
闭期。投资封闭期结束后，每季度末月25日为本理财管
理计划开放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2）每个开放日前7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
15点整提交申购、赎回申请。

（1）2016年8月22日-10月16日为理财管理计划投资封
闭期。投资封闭期结束后，每月17日为本理财管理计划
开放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2）每个开放日前7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点
整提交申购、赎回申请。

（1）2016年6月28日-12月7日为理财管理计划投资封闭
期。投资封闭期结束后，每季度末月8日为本理财管理
计划开放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2）每个开放日前7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点
整提交申购、赎回申请。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建行龙宝”（双周）
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乾元—建行龙宝”（日申月赎）开放式净
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惠享”（季季富）开
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T＜30 3.00%

30≤T＜90 3.40%

90≤T＜180 3.60%

180≤T＜365 3.80%

T≥365 4.00%

产品成立后，每个工作日为产品申购开放日。
客户可以在T日（工作日）1：00-23：00 提出申购申
请，申购资金T+2日（工作日）扣划。
客户可以在任意一天（含工作日和非工作日）1：00-
23：00 提出赎回申请，每月赎回申请截止日为当月10
日，如当月10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赎
回资金到账日为赎回申请截止日后的第2个工作日。每
月赎回申请截止日后提出的赎回申请，赎回资金将于下
月的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账。

产品成立后，每个产品工作日为产品申购和赎回开放日
。1.客户可以在T日（产品工作日）1：00-23：00提出
申购申请，申购资金T+2日（产品工作日）扣划。2.客
户可以在T日（产品工作日）1：00-17：00提出赎回申
请，赎回申请截止日分别为1月10日、4月10日、7月10
日、10月10日，如赎回申请截止日为非产品工作日，则
顺延至下一产品工作日，赎回资金到账日为赎回申请截
止日后的第2个产品工作日。即赎回资金于赎回申请提
出日之后的最近一个赎回资金到账日返还至客户指定账
户。3.客户持有3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回，持有不
满30天的份额，不可赎回。

（1）产品存续期内任一产
品工作日的1：00—15：
30(除节假日)（2）产品存
续期内，客户通过产品申
购进行产品购买，申购的
投资资金将于申购当日冻
结，并于当时划转客户指
定账户里的投资本金。

产品赎回期内，中国建设银
行接受的客户赎回申请（超
过单个客户累计赎回限额的
赎回申请除外、巨额赎回时
请以公告为准），赎回的投
资本金和收益实时返
还至客户指定账户。

“乾元-私享”（按日）开放式私人银行人
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成立后，每个产品工作日为产品申购和赎回开放日
。1.客户可以在T日（产品工作日）1：00-17：30提出
申购申请，申购资金T+1日（产品工作日）扣划。
2.客户可以在T日（产品工作日）1：00-17：30提出赎
回申请，赎回申请截止日的截止时间为17：30。赎回申
请截止日为2019年1月1日起的每月8号和22号，如赎回
申请截止日为非产品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产品工作
日，赎回资金到账日为赎回申请截止日后的第1个产品
工作日。即赎回资金于赎回申请提出日之后的最近一个
赎回资金到账日返还至客户指定账户。

100万



1≤T＜14 3.41%

14≤T＜56 3.61%

T≥56 3.81%

摩根富林明亚洲创富精选 无固定期限 净值 5万

“乾元-私享”净鑫净利（现金管理类按
日）开放式净值型私人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00万
产品存续期内任一产品工
作日的9:30-15:00可申购

产品存续期内任一产品工作
日的9:30-15:00可赎回本产
品。注：2018年8月3日至
2018年8月13日为投资封闭
期，该期间可申购但不可赎
回。

“乾元-私享”（实鑫实溢）按半年开放式
净值型私人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00万

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每个
产品工作日的9:30-15:00
（北京时间）时间段可以
通过产品申购进行产品购
买，申购申请实时确认，
申购的投资资金将于申购
当日冻结，并于当时划转
客户指定账户里的投资本
金。

本产品以份额赎回，客户持
有9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
赎回，持有不满90天的份
额，不可赎回。产品封闭期
结束后，每个产品工作日的
9:30-15:00（北京时间）时
间段接受客户的赎回申请。
客户在赎回开放期内申请赎
回的，不扣减赎回费，客户
在非开放期内申请赎回的，
需要扣减赎回费，赎回费率
为1.0%。赎回申请于当日
（T日）确认，于下一产品
工作日（T+1日）返还投资
本金和收益至客户指定账户
。

产品存续期内，客户可提出
赎回申请，客户赎回的投资
本金和收益将于下一个产品
开放日兑付至客户签约账户
。每个开放日前一天的赎回
截止时间为17:30。（超过
单个客户累计赎回限额的赎
回申请除外、巨额赎回时请
以公告为准）

每周二为本产品开放日。投资人可每周向产品发行人申
请申购、赎回，发行人将于每个开放日次日，对投资人
申购和赎回进行处理。

100万

（1）开放日为每周四 ，
如遇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非节假日
的非节假日的周四。（2）
产品存续期内，客户通过
产品申购进行产品购买，
申购的投资资金将于申购
当日冻结，并于申购当日
起的下一个产品工作日进
行扣划。每个产品工作日
前一天的申购截止时间为
17:30。

“乾元—私享”（按周）开放式私人银行人
民币理财产品



“乾元—乐溢”90天开放式资产组合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个人版）

10年 4.15% 5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180天）按日
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270天）按日
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6个月）第1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每个产品工作日为产品开放日，开放时间为9:00至
15:30（北京时间）。客户可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进
行申购、赎回，如遇其他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
体公告为准。2.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持有份额270天及
以上，可提出赎回份额申请，赎回的投资本金和收益实
时返还至客户指定账户。3.如客户多次购买产品，其中
持有27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回，持有270天以内
的份额，不可赎回。

1.本产品每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为每年的11月和5月
的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
具体公告为准。产品运作周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
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
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赎回申请。2.产品运作周期
内，客户可于指定时间段内提出赎回份额申请，客户赎
回资金将于下一个开放日兑付至客户签约账户。赎回申
请的截止时间为开放日前1个自然日15:00。

1. 产品存续期内任一工作日的 1：00 —18 ：30可提
交申购 /追加投资申请，客户持有份额90天及以上，于
任意产品工作日的 1：00 —18 ：30 提交赎回申请。
2.如客户多次购买产品，其中持有90天及以上的份额，
可进行赎回，持有90天以内的份额，不可赎回。

1.每个产品工作日为产品开放日，开放时间为9:00至
15:30（北京时间）。客户可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进
行申购、赎回，如遇其他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
体公告为准。2.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持有份额180天及
以上，可提出赎回份额申请，赎回的投资本金和收益实
时返还至客户指定账户。3.如客户多次购买产品，其中
持有18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回，持有180天以内
的份额，不可赎回。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9个月）第1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6个月）第2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9个月）第2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本产品每9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19年8月、
2020年5月、2021年2月、2021年11月、2022年8月、
2023年5月、2024年2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2.客户可于指定时间段内提出赎回份额申
请，客户赎回资金将于下一个开放日兑付至客户签约账
户。赎回申请的截止时间为开放日前1个自然日15:00。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6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
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
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2.本产品每6个月开放一次，开
放日为每年的12月和6月的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3.产品运作周
期内，客户可于指定时间段内提出赎回份额申请，客户
赎回资金将于下一个开放日兑付至客户签约账户。赎回
申请的截止时间为开放日前1个自然日15:00。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9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
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
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2.本产品每9个月开放一次，开
放日依次为2019年9月、2020年6月、2021年3月、2021
年12月、2022年9月、2023年6月、2024年3月等第三个
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
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
为准。3.产品运作周期内，客户可于指定时间段内提出
赎回份额申请，客户赎回资金将于下一个开放日兑付至
客户签约账户。赎回申请的截止时间为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建行龙宝”（双周）
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龙跃”（30天)按日
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龙跃”（90天)按日
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乾元-龙悦”（按月-下旬）第1期固定收
益类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产品成立后，每个工作日为申购开放。1.客户可以在T
日（工作日）1：00 -23：00 提出申购申请，资金T+2
日（工作）扣划。2.产品存续期内，如客户持有份额30
天及以上，客户可在T日（工作日）1：00 -23：00 提
出赎回申请，资金T+2日（工作日）到账。3.如客户多
次购买产品，其中持有3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
回，持有30天以内的份额，不可赎回。

产品成立后，每个工作日为申购开放。1.客户可以在T
日（工作日）1：00 -23：00 提出申购申请，资金T+2
日（工作）扣划。2.产品存续期内，如客户持有份额30
天及以上，客户可在T日（工作日）1：00 -23：00 提
出赎回申请，资金T+2日（工作日）到账。3.如客户多
次购买产品，其中持有9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
回，持有90天以内的份额，不可赎回。

产品成立后，每个产品工作日为产品申购开放日，每个
自然日为产品赎回开放日。
1.客户可以在T日（产品工作日）1：00-17：30提出申
购申请，申购资金T+1日（产品工作日）扣划。
2.客户可以在自然日1：00-23：00 提出赎回申请，赎
回申请截止日的截止时间为17：30。赎回申请截止日为
2019年1月1日起的每月8号和22号，如赎回申请截止日
为非产品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产品工作日，赎回资
金到账日为赎回申请截止日后的第1个产品工作日。即
赎回资金于赎回申请提出日之后的最近一个赎回资金到
账日返还至客户指定账户。

1.每月23日为产品开放日（T日）；如遇非产品工作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产品工作日。2.客户可于产品开放
日（T日）前10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点整提交
申购或追加申购申请（开放日当日截止至15点整），该
申请将统一在产品开放日（T日）15点后处理。3.客户
可于开放日（T日）前10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
点整提交产品赎回申请，赎回申请将统一在产品开放日
（T日）15点之后处理。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天秤座”(按
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 -天蝎座”
(按年 )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摩羯座”(按
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射手座”
（按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水瓶座”(按
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每年10月14日为产品
开放日（T日）（遇非工作日顺延）。产品存续期内，
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
当日17:00提交申购、赎回申请。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每年11月11日为产品
开放日（T日）（遇非工作日顺延）。产品存续期内，
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
当日17:00提交申购、赎回申请。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每年1月6日为产品开
放日（T日）（遇非工作日顺延）。产品存续期内，客
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当
日17:00提交申购、赎回申请，T+2日（遇非工作日顺
延）确认交易。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每年12月9日为产品
开放日（T日）（遇非工作日顺延）。产品存续期内，
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
当日17:00提交申购、赎回申请。

1.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2020年产品开放
日为2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将在每个产品开放日（T
日）前10个自然日（T-10日，如遇非工作日则提前至上
一最近工作日）公告确定下一年度的产品开放日。2.产
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
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北京时间，下称“指定段
”）提交申购或追加本产品申请，申请提交后，将同时
冻结申购或追加金额，申购或追加申购申请将统一在当
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理。3.客户可于每个产品
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
（北京时间,下称“指定时间段”）提交产品赎回申
请，赎回申请将统一在当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
理。 在上述指定时间段内，赎回申请可以撤销。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金牛座”(按
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双子座”(按
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巨蟹座”(按
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2020年产品开放
日为5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将在每个产品开放日（T
日）前10个自然日（T-10日，如遇非工作日则提前至上
一最近工作日）公告确定下一年度的产品开放日。2.产
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
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北京时间，下称“指定段
”）提交申购或追加本产品申请，申请提交后，将同时
冻结申购或追加金额，申购或追加申购申请将统一在当
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理。3.客户可于每个产品
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
（北京时间,下称“指定时间段”）提交产品赎回申
请，赎回申请将统一在当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
理。 在上述指定时间段内，赎回申请可以撤销。

1.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2020年产品开放
日为6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将在每个产品开放日（T
日）前10个自然日（T-10日，如遇非工作日则提前至上
一最近工作日）公告确定下一年度的产品开放日。2.产
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
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北京时间，下称“指定段
”）提交申购或追加本产品申请，申请提交后，将同时
冻结申购或追加金额，申购或追加申购申请将统一在当
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理。3.客户可于每个产品
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
（北京时间,下称“指定时间段”）提交产品赎回申
请，赎回申请将统一在当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
理。 在上述指定时间段内，赎回申请可以撤销。

1.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2020年产品开放
日为7月13日，中国建设银行将在每个产品开放日（T
日）前10个自然日（T-10日，如遇非工作日则提前至上
一最近工作日）公告确定下一年度的产品开放日。2.产
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
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北京时间，下称“指定段
”）提交申购或追加本产品申请，申请提交后，将同时
冻结申购或追加金额，申购或追加申购申请将统一在当
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理。3.客户可于每个产品
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
（北京时间,下称“指定时间段”）提交产品赎回申
请，赎回申请将统一在当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
理。 在上述指定时间段内，赎回申请可以撤销。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双月）开放
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18个月）第1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24个月）第1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产品成立后，每个产品工作日为产品申购和赎回开放日
。
1.客户可以在T日（产品工作日）1：00-17：30提出申
购申请，申购资金T+1日（产品工作日）扣划。
2.客户可以在产品工作日1：00-23：00提出赎回申请，
赎回申请截止日的截止时间为17：30。赎回申请截止日
为2月、4月、6月、8月、10月、12月的20号，如赎回申
请截止日为非产品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产品工作日，
赎回资金到账日为赎回申请截止日后的第1个产品工作
日。即赎回资金于赎回申请提出日之后的最近一个赎回
资金到账日返还至客户指定账户。本产品以份额赎回，
客户持有30天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回，持有不满30天的
份额，不可赎回。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18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
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
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
2.本产品每18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6月
、2021年12月、2023年6月、2024年12月、2026年6月、
2027年12月、2029年6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24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
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
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
2.本产品每24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12月
、2022年12月、2024年12月、2026年12月、2028年12月
、2030年12月、2032年12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
陆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
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产品运作周
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0个月）第1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6个月）第1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最低持有360
天）按日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最低持有540
天）按日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30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
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
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
2.本产品每30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6月
、2023年12月、2026年6月、2028年12月、2031年6月、
2033年12月、2036年6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36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
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
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
2.本产品每3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12月
、2024年12月、2027年12月、2030年12月、2033年12月
、2036年12月、2039年12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
陆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
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产品运作周
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产品存续期内，客户通过产品申购进行产品购买，申
购的投资资金将于申购当日冻结，并于申购当日起的下
一个开放日进行扣划。每个开放日前一天的申购截止时
间为15:30。2.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持有份额360天及以
上，可提出赎回份额申请，客户赎回资金将于下一个开
放日兑付至客户签约账户。每个开放日前一天的赎回
截止时间为15:30。3.如客户多次购买产品，其中持有
36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回，持有360天以内的份
额，不可赎回。

1.产品存续期内，客户通过产品申购进行产品购买，申
购的投资资金将于申购当日冻结，并于申购当日起的下
一个开放日进行扣划。每个开放日前一天的申购截止时
间为15:30。2.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持有份额540天及以
上，可提出赎回份额申请，客户赎回资金将于下一个开
放日兑付至客户签约账户。每个开放日前一天的赎回
截止时间为15:30。3.如客户多次购买产品，其中持有
54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回，持有360天以内的份
额，不可赎回。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最低持有720
天）按日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6个月）第3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9个月）第3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乾元-龙悦”（按月-上旬）第1期固定收
益类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每月3日为产品开放日（T日）；如遇非产品工作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产品工作日。2.客户可于产品开放日
（T日）前10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点整可提交
申购或追加申购申请（开放日当日截止至15点整），该
申请将统一在产品开放日（T日）15点后处理。在途期
间，客户可获得申购资金的活期存款利息，申购期间的
利息不计入投资本金。在上述指定时间段内，申购或追
加申购申请可以撤销。3.客户可于开放日（T日）前10
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点整（北京时间，下称
“指定时间段”）提交产品赎回申请，赎回申请将统一
在产品开放日（T日）15点之后处理。在上述指定时间
段内，赎回申请可以撤销。

1.产品存续期内，客户通过产品申购进行产品购买，申
购的投资资金将于申购当日冻结，并于申购当日起的下
一个开放日进行扣划。每个开放日前一天的申购截止时
间为15:30。2.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持有份额720天及以
上，可提出赎回份额申请，客户赎回资金将于下一个开
放日兑付至客户签约账户。每个开放日前一天的赎回
截止时间为15:30。3.如客户多次购买产品，其中持有
720天及以上的份额，可进行赎回，持有360天以内的份
额，不可赎回。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6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
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
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2.本产品每6个月开放一次，开
放日为每年的7月和1月的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自产品成立日起，每9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
投资者通过申购/签约自动理财或赎回在开放日参与或
退出投资周期的运作。2.本产品每9个月开放一次，开
放日依次为2019年10月、2020年7月、2021年4月、2022
年1月、2022年10月、2023年7月、2024年4月等第三个
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
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
为准。产品运作周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
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
出申购/追加申购/赎回申请。



“乾元-龙悦”（按月-中旬）第1期固定收
益类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18个月）第2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24个月）第2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0个月）第2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本产品每18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7月
、2022年1月、2023年7月、2025年1月、2026年7月、
2028年1月、2029年7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24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1月
、2023年1月、2025年1月、2027年1月、2029年1月、
2031年1月、2033年1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0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7月
、2024年1月、2026年7月、2029年1月、2031年7月、
2034年1月、2036年7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每月13日为产品开放日（T日）；如遇非产品工作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产品工作日。2.客户可于产品开放
日（T日）前10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点整可提
交申购或追加申购申请（开放日当日截止至15点整），
该申请将统一在产品开放日（T日）15点后处理。在途
期间，客户可获得申购资金的活期存款利息，申购期间
的利息不计入投资本金。在上述指定时间段内，申购或
追加申购申请可以撤销。3.客户可于开放日（T日）前
10个自然日9点整至开放日当日15点整（北京时间，下
称“指定时间段”）提交产品赎回申请，赎回申请将统
一在产品开放日（T日）15点之后处理。在上述指定时
间段内，赎回申请可以撤销。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6个月）第2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6个月）第4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9个月）第4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18个月）第3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本产品每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为每年的8月和2月
的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
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
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
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9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19年11月
、2020年8月、2021年5月、2022年2月、2022年11月、
2023年8月、2024年5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18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8月
、2022年2月、2023年8月、2025年2月、2026年8月、
2028年2月、2029年8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2年1月
、2025年1月、2028年1月、2031年1月、2034年1月、
2037年1月、2040年1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24个月）第3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0个月）第3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6个月）第3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双鱼座”(按
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6个月）第5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2020年产品开放日为
3月9日。产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
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北京时间，下称
“指定时间段”）提交申购或追加申购、赎回本产品申
请。

1.本产品每3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2年2月
、2025年2月、2028年2月、2031年2月、2034年2月、
2037年2月、2040年2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24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2月
、2023年2月、2025年2月、2027年2月、2029年2月、
2031年2月、2033年2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0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8月
、2024年2月、2026年8月、2029年2月、2031年8月、
2034年2月、2036年8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为每年的9月和3月
的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
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
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
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赎回申请。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9个月）第5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18个月）第4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24个月）第4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0个月）第4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6个月）第4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本产品每18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9月
、2022年3月、2023年9月、2025年3月、2026年9月、
2028年3月、2029年9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0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9月
、2024年3月、2026年9月、2029年3月、2031年9月、
2034年3月、2036年9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2年3月
、2025年3月、2028年3月、2031年3月、2034年3月、
2037年3月、2040年3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9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19年12月
、2020年9月、2021年6月、2022年3月、2022年12月、
2023年9月、2024年6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24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3月
、2023年3月、2025年3月、2027年3月、2029年3月、
2031年3月、2033年3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星座系列-白羊座”(按
年)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6个月）第6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9个月）第6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18个月）第5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本产品每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为每年的10月和4月
的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
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
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
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9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1月、
2020年10月、2021年7月、2022年4月、2023年1月、
2023年10月、2024年7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
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18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10月
、2022年4月、2023年10月、2025年4月、2026年10月、
2028年4月、2029年10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
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产品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2020年产品开放日
为为4月8日，中国建设银行将在每个产品开放日（T
日） 前10个自然日（T-10日，如遇非工作日，则提前
至上一最近工作日）公告确定下一年度的产品开放日。
2.产品存续期内，客户可在每个开放日（T日）前7个自
然日9:30至开放日当日17:00（北京时间，下称“指定
段”）提交申购或追加申购本产品申请，申请提交后将
同时冻结申购或追加申购金额 申购或追加申购金额将
统一在当月开放日（T日）17点之后处理。3.客户可于
每个产品开放日（T日）前7个自然日9:30至开放日当日
17:00（北京时间 , 下称“指定时间段”）提交产品赎
回申请，赎回申请将统一在当月开放日（T日）17点之
后处理。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24个月）第5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0个月）第5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6个月）第5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9个月）第7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18个月）第6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本产品每3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2年4月
、2025年4月、2028年4月、2031年4月、2034年4月、
2037年4月、2040年4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24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4月
、2023年4月、2025年4月、2027年4月、2029年4月、
2031年4月、2033年4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0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10月
、2024年4月、2026年10月、2029年4月、2031年10月、
2034年4月、2036年10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9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2月、
2020年11月、2021年8月、2022年5月、2023年2月、
2023年11月、2024年8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
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18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11月
、2022年5月、2023年11月、2025年5月、2026年11月、
2028年5月、2029年11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
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24个月）第6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0个月）第6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6个月）第6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恒赢”（30天）（高
端版）周期型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高资产净值客
户：10万

其他个人客户：
100万

机构客户：10万
元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恒赢”（90天）（高
端版）周期型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高资产净值客
户：10万

其他个人客户：
100万

机构客户：10万
元

1.本产品每24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5月
、2023年5月、2025年5月、2027年5月、2029年5月、
2031年5月、2033年5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0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11月
、2024年5月、2026年11月、2029年5月、2031年11月、
2034年5月、2036年11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2年5月
、2025年5月、2028年5月、2031年5月、2034年5月、
2037年5月、2040年5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客户于每个开放日购买本产品的投资周期为30天×持
有周期份数（其中，持有周期为1-10个）。
2.客户可在购买时确认持有周期份数，最低为持有一个
周期即30天，可以选择1-10个周期。
3.开放式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最低持有产品一个周期
后，在单一周期到期日前7个自然日之前可修改投资期
数（在单一周期到期日前7个自然日之内不能修改投资
期数）。

1、客户于每个开放日购买本产品的投资周期为90天×
持有周期份数（其中，持有周期为1-10个）。
2、客户可在购买时确认持有周期份数，最低为持有一
个周期即90天，可以选择1-10个周期。
3、开放式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最低持有产品一个周期
后，在单一周期到期日前7个自然日之前可修改投资期
数（在单一周期到期日前7个自然日之内不能修改投资
期数）。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恒赢”60天（大众
版）周期型开放式净值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5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恒赢”180天（大众
版）周期型开放式净值人民币理财产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5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9个月）第8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18个月）第7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24个月）第7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1.客户每个开放日购买的投资周期为60天×持有周期
（其中，持有周期为1-10个）。
2.客户可在购买时确认持有周期份数，最低为一个持有
周期即60天，可以选择1-10个周期。3.客户可在单一周
期到期日前7个自然日之前，修改剩余持有周期份数，
在到期日（含）前7个自然日内，不能修改。

1.客户每个开放日购买的投资周期为180天×持有周期
（其中，持有周期为1-10个）。
2.客户可在购买时确认持有周期份数，最低为一个持有
周期即60天，可以选择1-10个周期。3.客户可在单一周
期到期日前7个自然日之前，修改剩余持有周期份数，
在到期日（含）前7个自然日内，不能修改。

1.本产品每9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3月、
2020年12月、2021年9月、2022年6月、2023年3月、
2023年12月、2024年9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
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18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0年12月
、2022年6月、2023年12月、2025年6月、2026年12月、
2028年6月、2029年12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
法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
殊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
期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
然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24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6月
、2023年6月、2025年6月、2027年6月、2029年6月、
2031年6月、2033年6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0个月）第7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安鑫”（36个月）第7
期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无固定期限 净值 1万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温馨提示：
1、产品具体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准，详询建行网点或95533。
2、由于额度有限，部分理财产品可能在局部地区或全国早于销售截止日售罄，详情可咨询建行网点或95533。

风险提示：
3、业绩比较基准仅作为计算产品管理人业绩报酬的标准，不构成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

1.本产品每3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2年6月
、2025年6月、2028年6月、2031年6月、2034年6月、
2037年6月、2040年6月等第三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1.本产品每30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依次为2021年12月
、2024年6月、2026年12月、2029年6月、2031年12月、
2034年6月、2036年12月等第二个周三,如遇中国大陆法
定休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非休假日的周三。如遇特殊
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具体公告为准。2.产品运作周期
内，每个开放日前10个自然日9:00至开放日前1个自然
日15:00的指定时间段内，客户可提出申购/追加申购/
赎回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