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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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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8年7月17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

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8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QDII-LOF）

场内简称 标普医药

基金主代码 161126

交易代码 16112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上市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1月28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6,627,703.35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

化。

投资策略

作为追踪标普医疗等权重指数的被动式海外指数基金，本基

金采用完全复制法，力求追踪误差最小化。

业绩比较基准

标普500医疗保健等权重指数收益率 （使用估值汇率折算）

×95%+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指数基金， 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

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主要采用组合复制策

略和适当的替代性策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具有与

标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主要投资美国证券市场，需承担汇率风险以及境

外市场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

英文名称：无

中文名称：无

境外资产托管人

英文名称：State�Street�Bank�and�Trust�Company

中文名称：道富银行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2018年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629,129.89

2.本期利润 2,193,269.16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74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30,498,626.05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1454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

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7.11% 0.85% 7.14% 0.85% -0.03% 0.00%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6年11月28日至2018年6月30日)

注：1.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已经转换为以人民币计价。

2.自基金合同生效至报告期末，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4.54%� ，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为17.54%。

§4� �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林伟斌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

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

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资产

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经理、量化

策略部副总经理

2016-11-2

8

- 10年

博士研究生， 曾任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研

究员，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指数与量

化投资部指数量化研

究员、 基金经理助理

兼任指数量化研究

员、 量化基金组合部

副总经理、 易方达沪

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

达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

金经理、 易方达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易方达黄金交

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

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基金经理。

张胜记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原油证券

投资基金(QDII)的基金经理、易方达香

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上证中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生物

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5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资产管

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经理、指数及

增强投资部副总经理

2016-12-0

3

- 13年

硕士研究生， 曾任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机构理财部 研究

员、 机构理财部投资

经理助理、 基金经理

助理、 研究部行业研

究员、易方达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经理、指

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

理助理、 指数与量化

投资部副总经理。

FAN�

BING

(范冰)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中证海外

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原油证

券投资基金(QDII)的基金经理、易方达

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信息

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

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5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易

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7-03-2

5

- 13年

硕士研究生， 曾任皇

家加拿大银行托管部

核算专员， 美国道富

集团Middle�Office中

台交易支持专员，巴

克莱资产管理公司悉

尼金融数据部高级金

融数据分析员、主管，

新加坡金融数据部主

管， 贝莱德集团金融

数据运营部部 门经

理、 风险控制与咨询

部客户经理、 亚太股

票指数基金部基金经

理。

注：1.此处的“离任日期” 为公告确定的解聘日期，林伟斌的“任职日期” 为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FAN� BING(范冰)、张胜记的“任职日期” 为公告确定的聘任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本基金未聘请境外投资顾问。

4.3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

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有关基金法律文件的规定，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投资

公众为宗旨，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努力通过建立有纪律、 规范化的投资研究和决策流程来确保公平

对待不同投资组合，切实防范利益输送。 本基金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投资权限管理制

度、投资备选库管理制度和集中交易制度等，通过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块，

同时依据境外市场的交易特点规范交易委托方式， 以尽可能确保公平对待各投资组

合。 本报告期内，公平交易制度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5.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回顾2018年二季度，美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对中国公布301调查结果，

并对中兴公司施加制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传统盟国也推高关税，加大了全

球股票市场的波动。美国经济继续向好，失业率下降，核心通胀也继续上扬。一季报美

股企业盈利继续超过预期，整体美股估值稳中有降。 2018年6月份美联储如期加息25

个基点，上调18年经济和核心PCE通胀预期，更多官员预计年内加息四次。 国际方面，

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面。 税改后海外资

金回流美国，公司股票回购和企业并购增多，同时资本和研发支出加大，对医疗类股

票股价提供了支撑。

作为追踪标普医疗等权指数的被动式海外指数基金， 本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

法，力求追踪误差最小化。

4.5.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1454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7.11%，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7.14%，年化跟踪误差0.360%，在合同规定的目标控制范

围之内。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本基金均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本报告期，本基金均存在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鉴于基金资产净值的下滑主要受市场环境影响，本基金将继续运作。

§5� �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1 权益投资 29,465,892.07 93.11

其中：普通股 29,465,892.07 93.11

存托凭证 - -

优先股 - -

房地产信托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2,066,283.37 6.53

8 其他资产 114,431.51 0.36

9 合计 31,646,606.95 100.00

5.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美国 29,465,892.07 96.61

合计 29,465,892.07 96.61

注：1.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2.ADR、GDR按照存托凭证本身挂牌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能源 - -

材料 - -

工业 - -

非必需消费品 - -

必需消费品 - -

保健 29,465,892.07 96.61

金融 - -

信息技术 - -

电信服务 - -

公用事业 - -

房地产 - -

合计 29,465,892.07 96.61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5.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

证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英文）

公司

名称

（中

文）

证券代

码

所在

证

券市

场

所属

国家

（地

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1

Vertex�

Pharmaceuticals�

Inc

-

VRTX�

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477 536,413.85 1.76

2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

REGN�

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233 531,859.97 1.74

3

Alexion�

Pharmaceuticals�

Inc

-

ALXN�

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607 498,620.69 1.63

4

Bristol-Myers�

Squibb�Co

-

BMY�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352 495,051.89 1.62

5 Anthem�Inc -

ANTM�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314 494,534.08 1.62

6 Hologic�Inc -

HOLX�

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874 492,880.46 1.62

7

Becton�Dickinson�

and�Co

- BDX�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310 491,372.54 1.61

8 Centene�Corp - CNC�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599 488,323.54 1.60

9

Boston�Scientific�

Corp

- BSX�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2,249 486,599.98 1.60

10

DENTSPLY�

SIRONA�Inc

-

XRAY�

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673 484,515.16 1.59

注：此处所用证券代码的类别是当地市场代码。

5.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5.9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0.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0.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14,721.74

4 应收利息 133.43

5 应收申购款 99,576.34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14,431.51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1,449,604.21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3,396,083.54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8,217,984.40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6,627,703.35

注：本基金份额变动含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QDII-LOF）人民币份额及美

元现汇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申购、赎回、买卖本基金份额。

§8� �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予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注册的文件；

2.《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3.《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8.2�存放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018年第二季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8年7月17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

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8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QDII-LOF）

场内简称 标普生物

基金主代码 161127

交易代码 16112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上市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1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2,513,422.85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

化。

投资策略

作为追踪标普生物指数的被动式海外指数基金，本基金采用

完全复制法，力求追踪误差最小化。

业绩比较基准

标普生物科技精选行业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折算）×

95%+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指数基金， 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

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主要采用组合复制策

略和适当的替代性策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具有与

标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主要投资美国证券市场，需承担汇率风险以及境

外市场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

英文名称：无

中文名称：无

境外资产托管人

英文名称：State�Street�Bank�and�Trust�Company

中文名称：道富银行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2018年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352,542.33

2.本期利润 11,494,943.2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614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99,739,484.92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3755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

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3.28% 1.53% 13.44% 1.53% -0.16% 0.00%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6月30日)

注：1.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已经转换为以人民币计价。

2.自基金合同生效至报告期末，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37.55%� ，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为47.36%。

§4� �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林伟斌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纳斯

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医疗保

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

金经理、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资

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经

理、量化策略部副总经理

2016-12-1

3

- 10年

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部研究员， 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

指数量化研究员、 基金经理

助理兼任指数量化研究员、量

化基金组合部副总经理、易方

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易

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

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

理。

张胜记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原油

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恒生中国

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医

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信息科

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

金经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

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易

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基金经理、指数及增强投

资部副总经理

2016-12-1

5

- 13年

硕士研究生，曾任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财部研

究员、 机构理财部投资经理

助理、基金经理助理、研究部

行业研究员、易方达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

理、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

助理、指数与量化投资部副总

经理。

FAN�

BING

(范冰)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中证

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纳斯达克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

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信

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

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5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2017-03-2

5

- 13年

硕士研究生，曾任皇家加拿大

银行托管部核算专员，美国道

富集团Middle�Office中台交

易支持专员， 巴克莱资产管

理公司悉尼金融数据部高级

金融数据分析员、主管，新加

坡金融数据部主管，贝莱德集

团金融数据运营部部门经理、

风险控制与咨询部客户经理、

亚太股票指数基金部基金经

理。

注：1.此处的“离任日期” 为公告确定的解聘日期，林伟斌的“任职日期” 为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FAN� BING(范冰)、张胜记的“任职日期” 为公告确定的聘任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本基金没有请境外投资顾问。

4.3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

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有关基金法律文件的规定，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投资

公众为宗旨，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努力通过建立有纪律、 规范化的投资研究和决策流程来确保公平

对待不同投资组合，切实防范利益输送。 本基金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投资权限管理制

度、投资备选库管理制度和集中交易制度等，通过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块，

同时依据境外市场的交易特点规范交易委托方式， 以尽可能确保公平对待各投资组

合。 本报告期内，公平交易制度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5.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回顾2018年二季度，美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对中国公布301调查结果，

并对中兴公司施加制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传统盟国也推高关税，加大了全

球股票市场的波动。美国经济继续向好，失业率下降，核心通胀也继续上扬。一季报美

股企业盈利继续超过预期，整体美股估值稳中有降。 2018年6月份美联储如期加息25

个基点，上调18年经济和核心PCE通胀预期，更多官员预计年内加息四次。 国际方面，

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面。 税改后海外资

金回流美国，公司股票回购和企业并购对生物类公司股价提供了支撑。

作为追踪标普生物指数的被动式海外指数基金，本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力

求追踪误差最小化。

4.5.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 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3755元， 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3.28%，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3.44%，年化跟踪误差0.323%，在合同规定的目

标控制范围之内。

§5� �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1 权益投资 91,183,129.44 88.91

其中：普通股 91,183,129.44 88.91

存托凭证 - -

优先股 - -

房地产信托 - -

2 基金投资 3,149,170.77 3.07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7,335,440.34 7.15

8 其他资产 887,668.11 0.87

9 合计 102,555,408.66 100.00

5.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美国 91,183,129.44 91.42

合计 91,183,129.44 91.42

注：1.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2.ADR、GDR按照存托凭证本身挂牌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能源 - -

材料 - -

工业 - -

非必需消费品 - -

必需消费品 - -

保健 91,183,129.44 91.42

金融 - -

信息技术 - -

电信服务 - -

公用事业 - -

房地产 - -

合计 91,183,129.44 91.42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5.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

证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英文）

公司

名称

（中

文）

证券代

码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

国家

（地

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人

民币元）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1

Sarepta�

Therapeutics�Inc

-

SRPT�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1,838 1,607,482.06 1.61

2

Heron�

Therapeutics�Inc

-

HRTX�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5,883 1,512,254.04 1.52

3

Puma�

Biotechnology�

Inc

-

PBYI�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3,707 1,450,815.60 1.45

4

Foundation�

Medicine�Inc

- FMI�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1,503 1,359,447.30 1.36

5

Vertex�

Pharmaceuticals�

Inc

-

VRTX�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1,191 1,339,347.79 1.34

6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

REGN�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582 1,328,508.61 1.33

7 Exelixis�Inc -

EXEL�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9,245 1,316,388.45 1.32

8

Intercept�

Pharmaceuticals�

Inc

-

ICPT�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2,354 1,306,938.22 1.31

9

Spark�

Therapeutics�Inc

-

ONCE�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2,292 1,255,075.86 1.26

10

Ligand�

Pharmaceuticals�

Inc

-

LGND�

US

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

所

美国 912 1,250,134.05 1.25

注：此处所用证券代码的类别是当地市场代码。

5.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5.9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

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

型

运作

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1

SPDR�S&P�

Biotech�ETF

ETF

开放

式

SSgA�Funds�

Management�Inc

3,149,170.77 3.16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0.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0.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650.85

5 应收申购款 887,017.26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887,668.11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71,650,798.44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16,645,640.14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5,783,015.73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2,513,422.85

注：本基金份额变动含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QDII-LOF）人民币份额及美

元现汇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申购、赎回、买卖本基金份额。

§8� �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予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注册的文件；

2.《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3.《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8.2�存放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8年7月17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

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8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QDII-LOF）

场内简称 标普科技

基金主代码 161128

交易代码 16112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上市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1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1,281,597.65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

化。

投资策略

作为追踪标普信息指数的被动式海外指数基金，本基金采用

完全复制法，力求追踪误差最小化。

业绩比较基准

标普500信息科技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折算）×95%+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指数基金， 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

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主要采用组合复制策

略和适当的替代性策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具有与

标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主要投资美国证券

市场，需承担汇率风险以及境外市场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顾问

英文名称：无

中文名称：无

境外资产托管人

英文名称：State�Street�Bank�and�Trust�Company

中文名称：道富银行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8年4月1日-2018年6月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82,268.97

2.本期利润 5,609,267.96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39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55,123,719.90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3353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

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1.65% 1.01% 11.70% 1.01% -0.05% 0.00%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6月30日)

注：1.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已经转换为以人民币计价。

2.自基金合同生效至报告期末，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33.53%，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为41.48%。

§4� �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林伟斌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纳斯

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医疗保

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

金经理、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资

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经

理、量化策略部副总经理

2016-12-1

3

- 10年

博士研究生， 曾任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部研究员， 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与

量化投资部指数量化研究

员、 基金经理助理兼任指

数量化研究员、 量化基金

组合部副总经理、 易方达

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 易方达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

金经理、 易方达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

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

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

理。

张胜记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原油

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恒生中国

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医

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生物科

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

金经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

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易

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基金经理、指数及增强投

资部副总经理

2016-12-1

5

- 13年

硕士研究生， 曾任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

财部研究员、 机构理财部

投资经理助理、 基金经理

助理、研究部行业研究员、

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

助理、 指数与量化投资部

副总经理。

FAN�

BING

(范冰)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中证

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纳斯达克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

经理、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

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生

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

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标普5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2017-03-2

5

- 13年

硕士研究生， 曾任皇家加

拿大银行托管部核算专

员，美国道富集团Middle�

Office中台交易支持专

员， 巴克莱资产管理公司

悉尼金融数据部高级金融

数据分析员、主管，新加坡

金融数据部主管， 贝莱德

集团金融数据运营部部门

经理、 风险控制与咨询部

客户经理、 亚太股票指数

基金部基金经理。

注：1.此处的“离任日期” 为公告确定的解聘日期，林伟斌的“任职日期” 为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FAN� BING(范冰)、张胜记的“任职日期” 为公告确定的聘任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本基金没有请境外投资顾问。

4.3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

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有关基金法律文件的规定，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投资

公众为宗旨，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努力通过建立有纪律、 规范化的投资研究和决策流程来确保公平

对待不同投资组合，切实防范利益输送。 本基金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投资权限管理制

度、投资备选库管理制度和集中交易制度等，通过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块，

同时依据境外市场的交易特点规范交易委托方式， 以尽可能确保公平对待各投资组

合。 本报告期内，公平交易制度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5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5.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回顾2018年二季度，美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对中国公布301调查结果，

并对中兴公司施加制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传统盟国也推高关税，加大了全

球股票市场的波动。美国经济继续向好，失业率下降，核心通胀也继续上扬。一季报美

股企业盈利继续超过预期，整体美股估值稳中有降。 2018年6月份美联储如期加息25

个基点，上调18年经济和核心PCE通胀预期，更多官员预计年内加息四次。 国际方面，

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面。 受税改影响，

海外美元资金回流美国，科技企业股票回购对股价提供了一定支撑。

作为追踪标普信息科技指数的被动式海外指数基金， 本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

法，力求追踪误差最小化。

4.5.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 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3353元， 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1.65%，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1.70%，年化跟踪误差0.245%，在合同规定的目

标控制范围之内。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自2018年4月25日至2018年5月3日， 本基金均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1 权益投资 52,333,329.32 91.17

其中：普通股 52,333,329.32 91.17

存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4,200,679.14 7.32

8 其他资产 869,734.65 1.52

9 合计 57,403,743.11 100.00

5.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美国 52,333,329.32 94.94

合计 52,333,329.32 94.94

注：1.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2.ADR、GDR按照存托凭证本身挂牌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能源 - -

材料 - -

工业 - -

非必需消费品 - -

必需消费品 - -

保健 - -

金融 - -

信息技术 52,333,329.32 94.94

电信服务 - -

公用事业 - -

房地产 - -

合计 52,333,329.32 94.94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5.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

证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英

文）

公司

名称

（中

文）

证券代码

所在

证

券市

场

所属

国家

（地

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人

民币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1 Apple�Inc - AAPL�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6,324 7,745,627.78 14.05

2

Microsoft�

Corp

- MSFT�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0,133 6,611,406.83 11.99

3 Alphabet�Inc -

GOOG�

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407 3,004,396.58 5.45

GOOGL�

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400 2,988,559.42 5.42

4

Facebook�

Inc

- FB�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3,165 4,069,359.86 7.38

5 Intel�Corp - INTC�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6,428 2,114,241.10 3.84

6 Visa�Inc - V�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2,363 2,070,859.17 3.76

7

Cisco�

Systems�Inc

- CSCO�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6,149 1,750,695.92 3.18

8

Mastercard�

Inc

- MA�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225 1,592,860.43 2.89

9

NVIDIA�

Corp

-

NVDA�

US

纳斯

达克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827 1,296,299.79 2.35

10 Oracle�Corp - ORCL�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3,887 1,133,166.99 2.06

注：此处所用证券代码的类别是当地市场代码。

5.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5.9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0.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0.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9,898.54

4 应收利息 410.42

5 应收申购款 859,425.69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869,734.65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1,215,540.22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11,039,646.32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0,973,588.89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1,281,597.65

注：本基金份额变动含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QDII-LOF）人民币份额及美

元现汇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申购、赎回、买卖本基金份额。

§8� �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予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注册的文件；

2.《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3.《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8.2�存放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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