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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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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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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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030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5月26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845,217,542.60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与跟踪误差最小化。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目标ETF追踪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力争将日

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控制在0.35%以内， 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4%以

内。本基金投资于目标ETF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0%，且不低

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在投资运作过程中，本基金将在综合考虑合

规、风险、效率、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采用一级市场申购、赎回的

方式或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参与易方达黄金ETF交易。 为更好地

追踪业绩比较基准表现， 当黄金现货实盘合约流动性不足或黄金现货

延期交收合约投资成本更低时， 本基金可适当投资于黄金现货延期交

收合约。

业绩比较基准

按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现货实盘合约收盘价计算的收益率×95%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易方达黄金ETF的联接基金。 长期来看， 本基金具有与目标

ETF及其所代表的国内黄金现货品种的风险收益类似的风险收益特

征。

基金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A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07 002963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772,425,619.43份 72,791,923.17份

注：自2016年7月1日起，本基金增设C类份额类别，份额首次确认日为2016年

7月5日。

2.1.1目标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主代码 159934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ET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11月29日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13年12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2目标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与跟踪误差最小化。

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于黄金现货合约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5%。为紧密

追踪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本基金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制在0.2%

以内，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2%以内。当黄金现货实盘合约流动性不足或

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投资成本更低时， 本基金可适当投资于黄金现

货延期交收合约。 为降低基金费用对跟踪偏离度与跟踪误差的影响，本

基金可以将持有的黄金现货合约借出给信誉良好的机构， 取得租赁收

入。

业绩比较基准 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现货实盘合约收盘价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追踪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现货实盘合约收盘价表现，具有与

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现货实盘合约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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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A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833,706.27 -583,831.49

2.本期利润 -9,112,723.35 -1,595,087.98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16 -0.0116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735,909,118.04 68,961,472.0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9527 0.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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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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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0.30% -1.11% 0.30% -0.12% 0.00%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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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0.30% -1.11% 0.30% -0.15% 0.00%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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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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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至2018年6月30日)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A：

注：1.自2016年7月1日起，本基金增设C类份额类别，份额首次确认日为2016

年7月5日，增设当期的相关数据和指标按实际存续期计算。

2.自基金合同生效至报告期末，A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4.73%，同期业

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3.37%。C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7.94%，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为-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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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

BIN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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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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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日期” 和“离任日期” 分别为公告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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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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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主要通过建立有纪律、规范化的投资研究和决策流程、交易流

程，以及强化事后监控分析来确保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切实防范利益输送。 本

基金管理人制定了严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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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视交易执行环节的公平交易措施，以“时间优先、价格优先” 作为执行

指令的基本原则，通过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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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反

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交易共27次， 其中

26次为指数量化投资组合因投资策略需要和其他组合发生的反向交易，1次为不

同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因投资策略不同而发生的反向交易，有关基金经理按规定

履行了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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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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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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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追随

美联储加息步伐，香港金管局上调贴现窗基本利率25个基点，至2.25%。 欧洲央行

决议将在2018年底停止购买债券，但加息“至少要到2019年夏天” 。 美元指数走

强，压制了黄金价格。

作为被动管理型基金，报告期内，本基金紧密跟踪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现

货实盘合约价格，取得与业绩比较基准基本一致的业绩表现。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0.9527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

率为-1.23%；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0.9474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26%；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11%，年化跟踪误差0.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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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761,505,781.35 94.27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5,784,249.79 5.67

8 其他资产 524,885.98 0.06

9 合计 807,814,917.12 100.00

5.2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

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1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黄金

ETF

交易型开放式

（ETF）

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761,505,781.35 94.61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3.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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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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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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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权证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5.1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12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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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12.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125.5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7,668.00

5 应收申购款 516,092.4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24,885.98

5.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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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A 易方达黄金ETF联接C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814,171,493.46 133,280,870.96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47,544,171.99 99,281,566.18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89,290,046.02 159,770,513.97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72,425,619.43 72,791,923.17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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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注册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募集

的文件；

2.《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3.《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托管协议》；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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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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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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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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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黄金主题（QDII-LOF-FOF）

场内简称 易基黄金

基金主代码 161116

交易代码 16111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上市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年5月6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94,261,775.97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对国际黄金价格中长期趋势的判断，深入研究黄金价

格趋势、黄金采掘企业盈利和估值水平变化，以及考察其他品种的风

险收益特征的基础上，进行黄金ETF、黄金股票类资产以及其他资产

的比例配置。

业绩比较基准 以伦敦黄金市场下午定盘价计价的国际现货黄金（经汇率折算）

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管理人根据对黄金价格走势的判断，在黄金基金、黄金采掘公司

股票及其他资产之间进行主动配置。 本基金的表现与黄金价格相关

性较高，本基金是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较高的基金品种。 此外，本基

金主要投资海外，存在汇率风险。

基金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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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中文名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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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731.91

2.本期利润 3,273,887.26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81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73,169,526.79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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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0.43% -0.74% 0.46% 1.9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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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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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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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同期业绩比

较基准收益率为-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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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宇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7-04-21 - 7年

硕士研究生，曾

任古根海姆投

资管理公司全

球宏观策略师，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总部投资

管理中心策略

经理，上海国泰

君安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部大

类资产配置高

级研究员。

注：1.此处的“任职日期” 和“离任日期” 分别为公告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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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趋势出现了分化。 在历史罕见的顺周期财

政刺激下，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欧洲、日本、中国与主要新兴市场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 全球经济增长的分化导致货币政策预期的分化，并推动

美元重新走强。 而美国税改之后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回流与美联储的缩表计

划加剧了离岸美元流动性的紧缩。 在此背景下，美元与美元资产一枝独秀，非美市

场表现不佳。 对全球增长与流动性环境最为敏感的新兴市场遭受大幅抛售。 而黄

金则受美元走强所累继续走低。

本基金在二季度对所持有的非黄金仓位进行了调整， 提高了美股的配置比

重， 在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起到了良好的对冲黄金价格下跌的作用。 展望下半年，

我们认为尽管贸易战等担忧持续打压风险偏好， 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劲，

而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并未结束，利率仍然偏低。 总体而言风险资产的表现仍可期

待，尤其是经济动能与流动性环境最佳的美股。 我们相信继续维持当前的资产配

置思路有助于分散基金的投资风险并提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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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3元， 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17%，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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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1,842.29 8.67

其中：普通股 25,091,842.29 8.67

存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233,237,057.11 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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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6,292.51 10.64

8 其他资产 305,257.46 0.11

9 合计 289,420,449.3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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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1,842.29 9.19

合计 25,091,842.29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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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4,271.16 5.75

材料 - -

工业 - -

非必需消费品 - -

必需消费品 - -

保健 - -

金融 9,387,571.13 3.44

信息技术 - -

电信服务 - -

公用事业 - -

房地产 - -

合计 25,091,842.29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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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xon�Mobil�Corp -

XOM�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8,800 4,817,043.60 1.76

2 Chevron�Corp -

CVX�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3,800 3,178,839.60 1.16

3 Schlumberger�Ltd - SLB�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2,600 1,153,127.81 0.42

4 ConocoPhillips - COP�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2,000 921,295.38 0.34

5 EOG�Resources�Inc -

EOG�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100 905,633.89 0.33

6

Occidental�

Petroleum�Corp

-

OXY�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500 830,515.63 0.30

7 Phillips�66 - PSX�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820 609,350.48 0.22

8

Valero�Energy�

Corp

-

VLO�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740 542,655.16 0.20

9

Kinder�Morgan�

Inc/DE

- KMI�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4,400 514,427.42 0.19

10 Halliburton�Co -

HAL�

US

纽约

证券

交易

所

美国 1,500 447,215.99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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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Precious�

Metals�-�Physical�

Gold�Class�USD�A

ETF

开放

式

GAM�Investment�

Management�

Switzerland�AG

53,636,049.30 19.63

2

ETFS�Physical�Swiss�

Gold�Share

ETF

开放

式

ETF�Securities�US�LLC 53,593,059.20 19.62

3

UBS�ETF�CH-Gold�

Class�USD�A-DIS

ETF

开放

式

UBS�Fund�Management�

Switzerland�AG

28,270,600.73 10.35

4 iShares�Gold�Trust ETF

开放

式

BlackRock�Fund�

Advisors

23,330,813.51 8.54

5 SPDR�Gold�Shares ETF

开放

式

SSgA�Funds�

Management�Inc

23,317,839.94 8.54

6

Vanguard�S&P�500�

ETF

ETF

开放

式

Vanguard�Group�Inc 13,274,950.15 4.86

7

SPDR�S&P�500�ETF�

Trust

ETF

开放

式

SSgA�Funds�

Management�Inc

13,255,714.97 4.85

8 iShares�Silver�Trust ETF

开放

式

BlackRock�Fund�

Advisors

9,874,087.49 3.61

9

iShares�Russell�2000�

ETF

ETF

开放

式

BlackRock�Fund�

Advisors

8,981,965.22 3.29

10

VanEck�Vectors�Gold�

Miners�ETF

ETF

开放

式

Van�Eck�Associates�

Corp

5,701,976.60 2.09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埃克森美孚（XOM）为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证

券之一。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埃克森美孚公司因违反乌克兰相关制裁规定被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处以2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本基金投资埃克森美孚（XOM）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投资制度的规定。

除埃克森美孚（XOM）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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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46.83

4 应收利息 1,169.33

5 应收申购款 159,241.30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05,2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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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014,231.90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10,794,259.65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25,546,715.58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94,261,7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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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核准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募集的文件；

2.《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3.《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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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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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货币

基金主代码 11000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年2月2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0,153,017,196.73份

投资目标 在确保本金安全和高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基准的回报。

投资策略 在保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组合的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税后活期存款利率(即活期存款利率×(1－利息税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

益率都低于股票基金、债券基金和混合基金。

基金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货币A 易方达货币B 易方达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场内简称 - - 易货币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0006 110016 511800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

额总额

1,405,470,528.95份 27,956,450,542.26份 791,096,125.52份

注：1.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E类基金份额上市交易。

2.自2014年11月21日起，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增设E类份额类别，基金份额面值为100元，本表所列E类

份额数据面值已折算为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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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货币A 易方达货币B 易方达货币E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2,119,462.38 449,954,772.00 7,886,983.36

2.本期利润 12,119,462.38 449,954,772.00 7,886,983.36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405,470,528.95

27,956,450,

542.26

791,096,125.52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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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

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2.本基金自成立起至2014年11月20日，利润分配是按月结转份额；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今，利润分

配是按日结转份额。

3.根据《关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级的公告》，本基金于2006年7月18日实施分级，分

级后本基金设两级基金份额：A级基金份额和B级基金份额， 升级后的B级基金份额从2006年7月19日起享

受B级基金收益。

4.自2014年11月21日起，本基金增设E类份额类别。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易方达货币A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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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09% 0.0030% 0.0873% 0.0000% 0.7536% 0.0030%

易方达货币B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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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3% 0.0030% 0.0873% 0.0000% 0.8140% 0.0030%

易方达货币E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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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92% 0.0030% 0.0873% 0.0000% 0.7519% 0.0030%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易方达货币A

（2005年2月2日至2018年6月30日）

易方达货币B

（2006年7月19日至2018年6月30日）

易方达货币E

（2014年11月27日至2018年6月30日）

注：1.根据2008年12月25日《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

公告》，自2009年1月1日起，本基金原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的税后利率：（1－利

息税率）×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 ,变更为：“税后活期存款利率(即活期存款利率×(1－利息税率)

)” 。

2.根据《关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级的公告》，本基金于2006年7月18日实施分级，分

级后本基金设两级基金份额：A级基金份额和B级基金份额， 升级后的B级基金份额从2006年7月19日起享

受B级基金收益。

3.自2014年11月21日起，本基金增设E类份额类别，份额申购首次确认日为2014年11月27日，增设当期

的相关数据和指标按实际存续期计算。

4.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报告期末，A类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50.9840%，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13.7768%。B类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50.6361%，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1.1198%。E类基金份额净值

收益率为11.6270%，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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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大

怿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掌柜

季季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月月利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易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现金增利货

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

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

理、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

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天天发货

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

双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龙宝货币市

场基金的基金经理、易方达财富

快线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的基金经理、易方达新鑫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助理、易方达恒安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助理

2013-0

4-22

- 9年

硕士研究生，曾任南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交易管理部交易员、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集中交易室债

券交易员、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助

理。

注：1.此处的“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 分别为公告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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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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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主要通过建立有纪律、规范化的投资研究和决策流程、交易流程，以及强化事后监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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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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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视交易执行环节的公平交易措施，以“时间优先、价格优先” 作为执

行指令的基本原则，通过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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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

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交易共27次， 其中26次为指数量化投资组合因投资策略需要和其他组

合发生的反向交易，1次为不同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因投资策略不同而发生的反向交易，有关基金经理按规

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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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二季度债券市场回暖，整个季度来看各期限收益率显著下行。4月份经济数据回落、央行降准操作、资管

新规即将落地等内部利好因素持续发酵，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叙利亚问题等外部因素令风险资产持续承压，

债券市场收益率下行显著。 5月份债券市场多空因素交织，一方面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海外债市收益率一

度走高、部分经济数据反弹使得国内债券市场利率出现短期调整；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风波不断，对于经

济下行的预期使得风险偏好持续被抑制，海外债市收益率的回落令国内债券市场情绪好转，5月国内市场收

益率整体短升长降。 6月份流动性整体平稳，经济下行压力得到确认，贸易摩擦及股市下挫带动避险情绪使

得债市继续走强，月内无风险收益率大幅回落。 货币市场收益率在二季度震荡下行，资金面总体平稳。

操作方面，报告期内基金以同业存单、短期存款和短期逆回购为主要配置资产。在二季度组合保持了较

低的剩余期限和杠杆率。 总体来看，组合在二季度保持了较好的流动性和较稳定的收益率。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A类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0.8409%；B类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0.9013%；E类基

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0.8392%；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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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22,335,421,350.07 59.18

其中：债券 22,335,421,350.07 59.18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906,983,302.35 20.95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898,320,581.89 10.33

4 其他资产 3,601,891,815.18 9.54

5 合计 37,742,617,049.49 100.00

5.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6.32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7,555,483,620.73 25.0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上表中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序号 发生日期

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原因 调整期

1 2018-06-27 36.71 遭遇大额赎回 发生日后4个交易日

2 2018-06-28 31.28 遭遇大额赎回 发生日后3个交易日

3 2018-06-29 25.06 遭遇大额赎回 发生日后2个交易日

5.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8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63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35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120天。

5.3.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1 30天以内 54.60 25.06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19.34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0.16 -

3 60天（含）—90天 17.78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8.51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5 120天（含）—397天（含） 24.7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合计 125.03 25.06

5.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未超过240天。

5.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834,437,702.68 6.08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834,437,702.68 6.08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20,500,983,647.39 67.99

8 其他 - -

9 合计 22,335,421,350.07 74.07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券

49,493,976.60 0.16

5.6�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111809136 18浦发银行CD136 12,000,000 1,191,576,340.79 3.95

2 111811130 18平安银行CD130 10,000,000 991,065,091.21 3.29

3 111806164 18交通银行CD164 10,000,000 987,298,968.98 3.27

4 150214 15国开14 9,000,000 899,746,834.38 2.98

5 111818080 18华夏银行CD080 9,000,000 888,733,054.85 2.95

6 111805124 18建设银行CD124 7,000,000 681,383,114.82 2.26

7 111812053 18北京银行CD053 6,000,000 595,211,282.79 1.97

8 111812056 18北京银行CD056 6,000,000 594,478,993.78 1.97

9 111812070 18北京银行CD070 6,000,000 594,263,631.34 1.97

10 111812061 18北京银行CD061 6,000,000 594,238,819.50 1.97

5.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34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4478%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1767%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2679%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的情况。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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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1）基金持有的债券（包括票据）购买时采用实际支付价款（包含交易费用）确定初始成本，按实际利

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每日计提收益；

（2）基金持有的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合同利率与实际利率

差异较小的，也可采用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3）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实际协议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

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5.9.218北京银行CD053 （代码：111812053）、18北京银行CD056 （代码：111812056）、18北京银行

CD070（代码：111812070）、18北京银行CD061（代码：111812061）为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

证券。 2017年8月8日，北京银监局针对北京银行未经核准提前授权部分人员实际履行高管人员职责，责令

北京银行改正，并对其给予1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8浦发银行CD136（代码：111809136）为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8年1月19日发布的《关于成都分行处罚事项的公告》，四川银监局对成都分

行内控管理严重失效，授信管理违规，违规办理信贷业务等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

执行罚款46,175万元人民币。 2018年2月12日，中国银监会针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如下事

由罚款5845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0.927万元，罚没合计5855.927万元：（一）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

则；（二）通过资管计划投资分行协议存款，虚增一般存款；（三）通过基础资产在理财产品之间的非公允交

易进行收益调节；（四）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比例超监管要求；（五）提供不实说明材料、不配合

调查取证；（六）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七）票据承兑、贴现业务贸易背景审查不严；（八）国内信用证业

务贸易背景审查不严；（九）贷款管理严重缺失，导致大额不良贷款；（十）违规通过同业投资转存款方式，

虚增存款；（十一）票据资管业务在总行审批驳回后仍继续办理；（十二）对代理收付资金的信托计划提供

保本承诺；（十三）以存放同业业务名义开办委托定向投资业务，并少计风险资产；（十四）投资多款同业理

财产品未尽职审查，涉及金额较大；（十五）修改总行理财合同标准文本，导致理财资金实际投向与合同约

定不符；（十六）为非保本理财产品出具保本承诺函；（十七）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十八）向客户收取

服务费，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明显质价不符；（十九）收费超过服务价格目录，向客户转嫁成本。 2018年3

月19日， 上海银监局针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2016年至2017年部分信用卡现金分

期资金被用于证券交易，2015年至2017年部分信用卡分期资金被用于非消费领域，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

的违法违规事实，责令改正，罚没合计人民币1751651.7元。

18平安银行CD130（代码：111811130）为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2018年2月7日，大

连银监局针对平安银行贷款资金转存款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并在他行贴现，贴现资金回流转存款质押重

复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违法事实，对平安银行处以人民币四十万元行政罚款。 2018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

行针对平安银行违反清算管理规定、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相关规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3,036,061.39元， 并处罚款10,308,084.15元， 合计处罚金额13,344,

145.54元。

本基金投资18北京银行CD053、18北京银行CD056、18北京银行CD070、18北京银行CD061、18浦发银

行CD136、18平安银行CD130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投资制度的规定。

除18北京银行CD053、18北京银行CD056、18北京银行CD070、18北京银行CD061、18浦发银行

CD136、18平安银行CD130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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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560,356,731.86

3 应收利息 30,320,739.24

4 应收申购款 11,201,844.08

5 其他应收款 12,500.00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3,601,891,815.18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易方达货币A 易方达货币B 易方达货币E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458,563,739.58 31,573,180,877.88 1,006,726,298.21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2,487,839,986.34 118,810,620,328.44 53,478,665.62

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2,540,933,196.97 122,427,350,664.06 269,108,838.31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405,470,528.95 27,956,450,542.26 791,096,125.52

注：A类和B类总申购份额含因份额升降级等原因导致的强制调增份额, �总赎回份额含因份额升降级

等原因导致的强制调减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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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资

者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20%的时

间区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1

2018年06月28日

~2018年06月30日

6,134,787,

965.94

1,055,510,

310.63

-

7,190,298,

276.57

23.85%

产品特有风险

报告期内， 本基金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由此可能导致的特有风险主要包

括：当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较为集中时，个别投资者的大额赎回可能会对基金资产运作及净值表现产生较大

影响；极端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能无法以合理价格及时变现基金资产以应对投资者的赎回申请，可能带来流

动性风险；如个别投资者大额赎回引发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决定部分延期赎回或暂

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可能影响投资者赎回业务办理；若个别投资者大额赎回后本基金出现连续六十个工

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基金还可能面临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情

形；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投资者在召开持有人大会并对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时可能拥有较大话语权。

注：申购份额包括申购或者买入基金份额，赎回份额包括赎回或者卖出基金份额。

§9� �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设立的文件；

2.《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3.《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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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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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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