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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基金根据2011年2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易方达黄金主题证

券投资基金（LOF）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1号）和2011年3月2日《关于易

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募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基金部函【2011】120

号）的核准，进行募集。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2011年5月6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

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

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

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

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

合同。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为基金中基金， 其投资于基金的资产合计不低于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的

60%，投资于基金的资产中不低于80%投资于黄金基金，因此本基金投资于黄金基金的

资产占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可低至48%。 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

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

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或

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亦承担基

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包括： 黄金价格下跌的风

险： 黄金价格走势是影响本基金业绩表现的最重要的因素， 黄金价格下跌将导致黄金

ETF净值下跌，黄金采掘公司盈利下降，黄金采掘公司股票价格下跌；管理风险：基金管

理人错误判断黄金价格走势、资产配置失误，导致基金表现低于业绩比较基准或出现亏

损的风险；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别/地区市场风险、政府管制风险、监管风险、政治风险、流

动性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衍生品风险：为回避市场风险和有效管理，本基金有可

能投资衍生工具，从而引发的风险；等等。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黄金基金，并不代表本基金

可以保本或保证收益，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基金在上市交易期间， 如继续接受申购可能导致本基金突破国家外汇局批准的

外汇额度，本基金将暂停申购，由此可能导致二级市场价格出现较大波动。 当本基金因

外汇额度原因暂停申购期间出现了较高的折溢价率， 折溢价率可能因国家外汇局批准

基金管理人新增外汇额度以及本基金恢复申购业务而大幅缩小， 亦可能导致本基金二

级市场价格出现较大波动。 本基金二级市场收盘价折溢价率可能因黄金价格波动等市

场因素发生较大变动。

本基金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管理，未聘请境外投资顾问。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除非另有说明，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

日为2018年11月6日，有关财务数据截止日为2018年9月30日，净值表现截止日为2018

年6月30日。 （本报告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 基金的名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二、 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上市开放式

三、 基金的投资目标

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四、 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范围包括全球市场内依法可投资的公募基金（含ETF）、股票、固定收

益证券、货币市场工具、金融衍生产品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范围为： 投资于基金的资产合计不低于本基金基金资产净

值的60%，投资于基金的资产中不低于80%投资于黄金基金；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的5%，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

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黄金基金指黄金ETF（即跟踪黄金价格或黄金价格指

数的ETF）及黄金股票基金（包括跟踪黄金股票指数的指数基金和ETF，以及80%以上

基金资产投资于黄金采掘公司股票的主动基金）。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直接投资黄金实物、 黄金凭证或与实物商品

挂钩的衍生品等其他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以后在国内上市、以跟踪黄金价格或黄金价

格指数为目的的ETF，以及在国内外上市的黄金期货合约及黄金期权合约），基金管理

人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五、 基金的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对国际黄金价格中长期趋势的判断， 在不同资产类别中进行资产

配置。 在研究、分析黄金价格趋势的过程中，本基金将重点考察以下因素：

（1）各国央行黄金储备量的变化以及政策变化；

（2）全球黄金开采与回收量、开采与回收成本的变化等；

（3）全球黄金工业需求、消费需求及投资需求的变化；

（4）全球利率水平及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通胀率变化等；

（5）战争、危机等特殊事件的发生以及对黄金价格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本基金将主要对以下类别资产进行主动配置：

（1）黄金ETF；

（2）黄金股票类资产（包括黄金采掘公司股票及黄金股票基金）；

（3）其他资产。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 黄金价格的变动将引起黄金采掘企业的盈利水平同方

向且更大幅度的波动，但黄金采掘企业的套期保值策略、产量、生产成本等实际经营情

况也会影响企业的盈利；此外，市场对黄金价格和企业增长的预期、行业板块的估值水

平以及市场总体趋势会对黄金采掘企业的股价产生影响。 黄金价格与黄金采掘企业股

价的差异化波动给本基金提供了战胜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机会。 当预期黄金价格下跌

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从其他资产中，选择有望带来稳健回报的品种进行投资，主要包括

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固定收益证券和股票等。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深入研究黄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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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进行组合的优化。

2、黄金ETF的选择标准

黄金ETF以追踪黄金价格或黄金价格指数为目标，属于高度同质化的产品。 本基金

在选择黄金ETF时将综合考虑基金规模、跟踪偏离度与跟踪误差、折溢价、二级市场流

动性、综合费率、信用风险及汇率风险等因素。 此外，本基金将不参与黄金ETF的实物申

赎。

3、黄金股票类资产的选择标准

本基金对黄金采掘公司股票进行投资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金矿的储量、开采难度等；

（2）开采技术、生产能力以及产量的预期变化；

（3）经营成本的变化；

（4）黄金价格变动对企业盈利影响的敏感性；

（5）在同行业、类似企业中，估值的比较分析等。

对黄金股票基金进行研究与分析时，本基金将重点考察以下因素：

（1）基金的跟踪误差、超额收益、取得超额收益的持续性以及单位跟踪误差风险的

超额收益；

（2）基金的投资策略以及投资风格的稳定性；

（3）资产管理人的管理规模、组合经理的管理经验；

（4）基金的规模、成立时间、销售地域、申购手续的便捷性、基金的综合费率等。

4、其他资产的选择标准

如预期黄金价格处于下跌趋势，本基金将增加其他资产的投资比例。 股票方面，本

基金将主要选择经营稳健、持续分红能力强、现金流充裕、股价被市场低估的股票进行

投资，争取取得稳定回报。 本基金还将根据对国际汇率和利率走势的判断，投资于能取

得稳定回报固定收益类品种，包括国债和公司债；经营历史较长、单位风险的超额收益

较高、下方风险较低的债券基金；投资回报优良，同时严格控制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

的货币市场基金等。

5、衍生品投资及证券借贷策略

为降低留存现金、汇率因素的影响，本基金还将本着谨慎原则，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投资于以黄金ETF、黄金股票指数ETF或黄金采掘公司股票为标的资产的期货与期

权，以及外汇远期合约等汇率衍生品。

衍生品投资的主要策略包括：

（1）避险。本基金可利用外汇远期合约规避外币资产对人民币的汇率风险，避免汇

率剧烈波动对基金的业绩产生不良影响； 可利用以黄金ETF或黄金股票指数ETF为标

的资产的衍生工具，规避黄金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还可利用与单只证券相关的衍生产品

规避单个证券在短时期内剧烈波动的风险等。

（2）有效管理。 主要包括对现金流量的有效管理、降低冲击成本等。 在短期的申购

赎回规模较大或市场大幅波动时，利用金融衍生品可迅速调整现金头寸，同时管理风险

以减少不利影响。

此外，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本基金还可在严格进行风险控制的前提下，

进行证券借贷交易、回购交易等投资，以提高投资收益。

六、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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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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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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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复核了本报

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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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3,616.52 6.62

其中：普通股 17,853,616.52 6.62

存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234,058,739.66 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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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9,450.68 6.06

8 其他资产 1,362,346.04 0.51

9 合计 269,624,152.9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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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3,616.52 6.68

合计 17,853,616.52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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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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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1,273.25 6.55

材料 - -

工业 - -

非必需消费品 - -

必需消费品 - -

保健 - -

金融 352,343.27 0.13

信息技术 - -

电信服务 - -

公用事业 - -

房地产 - -

合计 17,853,616.52 6.68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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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xonMobil-

Corp

-

XO-

MU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8,800 5,146,852.34 1.93

2 ChevronCorp -

CVXU

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4,265 3,587,669.28 1.34

3 Phillips66 - PSXU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1,792 1,389,558.78 0.52

4

Schlumberg-

erLtd

- SLBU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2,600 1,089,610.25 0.41

5 ConocoPhillips - COPU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2,000 1,064,900.16 0.40

6

EOGRe-

sourcesInc

-

EO-

GU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1,100 965,337.50 0.36

7

Occiden-

talPetroleum-

Corp

-

OXYU

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1,500 847,895.80 0.32

8

ValeroEnergy-

Corp

-

VLOU

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740 579,056.66 0.22

9

KinderMor-

ganInc/DE

- KMIU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4,400 536,660.15 0.20

10

Marathon-

PetroleumCorp

-

MP-

CUS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850 467,610.18 0.18

注：此处所用证券代码的类别是当地市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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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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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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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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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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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FSPhysical-

SwissGoldShare

ETF 开放式

ETFSecuritiesUS-

LLC

52,997,854.99 19.84

2

GAMPreciousMe

tals-PhysicalGo-

ldClassUSDA

ETF 开放式

GAMInvestmentM

anage-

mentSwitzer-

landAG

52,945,820.59 19.82

3

UBSET-

FCH-GoldClas-

sUSDA-DIS

ETF 开放式

UBSFundManage-

mentSwitzer-

landAG

27,904,677.50 10.45

4 SPDRGoldShares ETF 开放式

SSgAFundsMan-

agementInc

26,747,638.85 10.01

5 iSharesGoldTrust ETF 开放式

BlackRockFun-

dAdvisors

26,745,505.54 10.01

6

UnitedStates-

BrentOilFundLP

ETF 开放式

UnitedStatesCom-

moditiesFundLLC

13,598,732.12 5.09

7

SP-

DRS&P500ETFTr

ust

ETF 开放式

SSgAFundsMan-

agementInc

12,127,521.09 4.54

8

Van-

guardS&P500ETF

ETF 开放式 VanguardGroupInc 12,124,796.38 4.54

9

iShare-

sUSAerospace&D

efenseETF

ETF 开放式

BlackRockFun-

dAdvisors

8,866,192.60 3.32

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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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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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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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293.46

3 应收股利 161,602.45

4 应收利息 743.66

5 应收申购款 70,706.47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362,3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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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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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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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1年5月6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

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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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2011年

12月31日

-5.70% 0.87% -1.42% 1.52% -4.28% -0.65%

2012年1月1日

至2012年12月

31日

-0.21% 0.89% 6.82% 1.09% -7.03% -0.20%

2013年1月1日

至2013年12月

31日

-31.46% 1.20% -29.32% 1.36% -2.14% -0.16%

2014年1月1日

至2014年12月

31日

-1.71% 0.72% 2.43% 0.85% -4.14% -0.13%

2015年1月1日

至2015年12月

31日

-3.94% 0.80% -8.00% 0.93% 4.06% -0.13%

2016年1月1日

至2016年12月

31日

14.61% 0.89% 15.75% 1.05% -1.14% -0.16%

2017年1月1日

至2017年12月

31日

2.44% 0.51% 5.90% 0.63% -3.46% -0.12%

2018年1月1日

至 2018年 6 月

30日

-3.08% 0.56% -1.80% 0.48% -1.28% 0.08%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2018年

6月30日

-30.70% 0.84% -15.58% 1.04% -15.12% -0.20%

注：1、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已经转换为以人民币计价。

2、上述净值表现数据按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基金净值表现

的编制及披露〉》的相关规定编制。

十、 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1、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2891（集中办公区）

办公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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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日期：2001年4月17日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联系人：李红枫

联系电话：4008818088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12

总计 100%

（二）主要人员情况

1、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詹余引先生，工商管理博士，董事长。 曾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证券部研究咨询室总

经理助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咨询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国债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部资产配置处处长、投资部副主任、

境外投资部主任、投资部主任、证券投资部主任。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晓艳女士，经济学博士，副董事长、总裁。曾任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理财部

副经理、基金经理，基金投资理财部副总经理、基金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督察员、监察部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 现

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力先生，经济学博士，董事。曾任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投资理财部

总经理、资金营运部总经理、规划管理部总经理、投资自营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

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志辉先生，管理学硕士，董事。曾任美的集团税务总监、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

所高级审计员。 现任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财中心总经理。

王海先生，经济学、工商管理（国际）硕士，董事。 曾任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法律顾

问室科员；工商银行珠海分行法律顾问室办事员、营业部计划信贷部信贷员、办公室行

长室秘书、信贷管理部业务主办、资产风险管理部经理助理兼法律室副主任、资产风险

管理部副总经理兼法律室主任、 资产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招商银行总行法律事务部行

员； 工商银行珠海分行资产风险部总经理兼特殊资产管理部负责人、 公司业务部总经

理、副行长；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工商银行

韶关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现任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

戚思胤先生，经济学硕士，董事。 曾任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投

资者关系管理业务员、投资者关系管理主管、信息披露主管、证券事务代表；广东省广晟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高级主管、团委副书记、副部长；（香港）广晟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

长、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佛

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征夫先生，法学博士，独立董事。 曾任广东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金融房地产部主

任；广东大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东省国土厅广东地产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 现

任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

忻榕女士，工商行政管理博士，独立董事。曾任中科院研究生院讲师；美国加州高温

橡胶公司市场部经理；美国加州大学讲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副

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教授。 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谭劲松先生，管理学博士（会计学），独立董事。 曾任邵阳市财会学校教师；中山大

学管理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陈国祥先生，经济学硕士，监事会主席。曾任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江南西营业部经理；

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总经理、基金部总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

拓展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市场总监。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赵必伟先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监事。曾任广州市财政局第四分局工作专管员，广

州市税务局对外分局工作科长、 副局长，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裁、总裁；曾兼任香港广永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广州市广永经贸公司总经

理，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州广永丽都酒店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广州市广

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兼任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董事，广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廖智先生，经济学硕士，监事。曾任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部主管；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互联网金融

部总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广东粤财互联网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张优造先生，工商管理硕士(MBA)，常务副总裁。 曾任南方证券交易中心业务发展

部经理；广东证券公司发行上市部经理；深圳证券业务部总经理、基金部总经理；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易方达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陈彤先生，经济学博士，副总裁。 曾任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成都营业部研发

部副经理、交易部经理、研发部经理、证券总部研究部行业研究员；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市场拓展部主管、基金科瑞基金经理、市场部华东区大区销售经理、市场部总经理

助理、南京分公司总经理、成都分公司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市场总监。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马骏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副总裁。曾任君安证券有限公司

营业部职员；深圳众大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现金管理部总经理、 固定收益总部总经

理、总裁助理、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基金科讯基金经理、易方达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人民币合格境

外投资者（RQFII）业务负责人、证券交易负责人员（RO）、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人员

（RO）、提供资产管理负责人员（RO）、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产品审批委员

会委员。

吴欣荣先生，工学硕士，副总裁。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投资管理部

经理、基金投资部副总经理、研究部副总经理、研究部总经理、基金投资部总经理、公募

基金投资部总经理、权益投资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权益投资总监、基金科瑞基金经

理、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

张南女士，经济学博士，督察长。 曾任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长；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副总经理、监察部总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督察长。

范岳先生，工商管理硕士(MBA)，首席产品官。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国际业

务部科员；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公室经理、国际部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中心

助理主任、上市部副总监、基金债券部副总监、基金管理部总监。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首席产品官。

关秀霞女士，财务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首席国际业务官。 曾任中国银行 (香港)� 分

析员；Daniel� Dennis�高级审计师；美国道富银行波士顿及亚洲总部大中华地区高级副

总裁、董事总经理、中国区行长、亚洲区（除日本外）副总裁、机构服务主管、美国共同基

金业务风险经理、公司内部审计部高级审计师。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国际

业务官。

高松凡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首席养老金业务官。曾任招商

银行总行人事部高级经理、 企业年金中心副主任， 浦东发展银行总行企业年金部总经

理，长江养老保险公司首席市场总监，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养老金业务总监。 现任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养老金业务官。

陈荣女士，经济学博士。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统计研究处科员，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运作支持部经理、核算部总经理助理、核算部副总经理、核算部总经理、投

资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公司

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财务中心主任；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易方达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易方达海外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监事。

汪兰英女士，工学学士、法学学士。 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部投资经

理助理，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项目评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基金

投资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大类资产配置官；易

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2、基金经理

周宇先生，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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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经理（自2017年4月21日起任职）。

本基金历任基金经理情况：张小刚先生，管理时间为2011年5月6日至2012年5月17

日。 GuanYu(管宇)先生，管理时间为2012年1月14日至2013年12月16日。 王超先生，管

理时间为2013年12月17日至2016年8月19日。 戴险峰先生，管理时间为2016年8月20日

至2017年6月19日。

3、境外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本公司境外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包括：陈宏初先生、祁广东先生、周宇先生。

陈宏初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曾任德意志资产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嘉实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首席投资官，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国际投资部总经理、投资经理，兼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首席国际投

资官、证券交易负责人员（RO）、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人员（RO）、提供资产管理负责

人员（RO）、权益及资产配置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基

金经理。

祁广东先生，经济学硕士。曾任申银万国证券固定收益总部助理分析师、交易员、助

理投资经理，申银万国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经理，兼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人员（RO）、

提供资产管理负责人员（RO）、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基金经理。

周宇先生，同上。

4、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十一、 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的管理费；

（2）基金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以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以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等；

（5）基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缴纳或预提的任何税收、征费及相关的利息、费用

和罚金，以及直接为处理基金税务事项产生的税务代理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在境外市场的开户、交易、结算、登

记等各项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为了基金利益，除去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因自身原因而导致的、与基金有

关的诉讼、追索费用；

（10）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11）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1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约定或行业惯例，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

其他费用。

（13）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注：本基金投资境外基金的相关费用按照所投资基金的规定及市场惯例执行。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如基金管理人委托投资顾问，包括投资顾问费）按前一日基金资

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的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

理人。

（2）基金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如基金托管人委托境外托管人，包括境外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

资产净值的0.3%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核对一致后，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托管费给基

金托管人。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3－12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

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4、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

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基金合

同、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1）申购费率为：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场外申购费率

100万元以下 1.0%

100万元(含)-500万元 0.6%

500万元(含)-1000万元 0.2%

1000万元（含）以上 每笔1000元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

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

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年

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以及可以投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 如将来出现可以

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

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范围。通过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的特定投资群体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场外申购费率

100万元以下 0.1%

100万元(含)-500万元 0.06%

500万元(含)-1000万元 0.02%

1000万元（含）以上 每笔1000元

本基金场内申购费率自2016年2月26日起调整为0。

（2）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

对应的费率。

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用于本基金的市场

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3）申购份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1000万元（含）以上的申购，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绝对数额的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二位；申购份数采取四舍

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二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2、赎回费

（1）赎回费率为：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的赎回费率为：

持有时间（天） 场内赎回费率

0-6 1.5%

7及以上 0.2%

本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天） 场外赎回费率

0-6 1.5%

7-364 0.2%

365-729 0.05%

730及以上 0%

投资者份额持有时间记录规则以登记结算机构最新业务规则为准， 具体持有时间

以登记结算机构系统记录为准。

（2）赎回费的收取和用途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有期

少于7天（不含）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有期在7天

以上（含）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赎回费总额的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

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3）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额=赎回数量(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赎回金额、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

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3、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www.efunds.com.cn）进行申购、赎回的交

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

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至少一种指

定媒体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

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

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率，或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

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十二、 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成立日期：2009年1月15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09]13号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23号

注册资本：32,479,411.7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10-66060069

传真：010-68121816

联系人：贺倩

十三、 境外资产托管人

名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一号汇丰总行大厦

办公地址:�香港九龙深旺道一号,�汇丰中心一座六楼

管理层:

主席:� �范宁

行政总裁:�王冬胜

联系人:� �钟咏苓

电话:� +86� 21� 3888� 2381

Email:� sophiachung@hsbc.com.cn

公司网址:� www.hsbc.com

2018年6月30日公司股本：1513.60亿港元

2018年6月30日托管资产规模：7.59万亿美元

信用等级：标准普尔AA-

十四、 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1、场外直销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2891（集中办公区）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F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电话：020-85102506

传真：4008818099

联系人：李红枫

网址：www.efunds.com.cn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F

电话：020-85102506

传真：4008818099

联系人：李红枫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2号泰康国际大厦18层

电话：010-63213377

传真：4008818099

联系人：刘蕾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6楼

电话：021-50476668

传真：4008818099

联系人：于楠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网址：www.efunds.com.cn

2、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具体名单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

3、场外非直销销售机构（以下排序不分先后）

(1)�中国农业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联系人：李紫钰

客户服务电话：95599

传真：010-85109219

网址：www.abchina.com

(2)�广发银行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客户服务电话：400-830-8003

网址：www.cgbchina.com.cn

(3)�华夏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

法定代表人：李民吉

联系人：王者凡

客户服务电话：95577

传真：010-85238680

网址：www.hxb.com.cn

(4)�交通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彭纯

联系人：王菁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5)�平安银行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赵杨

联系电话：0755-22166574

客户服务电话：95511-3

传真：021-50979507

网址：bank.pingan.com

(6)�浦发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高国富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58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4日下午港股通不提

供服务，2018年12月25日、12月26

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7日为港股通交易

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暂停申购、赎回、

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87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中盘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4日下午港股通不提

供服务，2018年12月25日、12月26

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7日为港股通交易

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 ）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恒生中国

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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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简称 易方达恒生国企联接（QDII）

基金主代码 11003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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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4日下午香港证

券交易所休市；2018年12月25

日、12月26日为香港证券交易

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7日为香港证券

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恒生国企联接（QDII）

A

易方达恒生国企联接（QDII）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0031 005675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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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本基金” ） 所有基金份额类别 （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

110031，A类美元现汇份额基金代码110032，A类美元现钞份额基金代码为110033，C

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005675）；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亚洲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4日下午香港证券交

易所休市，2018年12月25日为香

港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非交易

日，2018年12月26日为香港证券

交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7日为香港证券交易

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注：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仅在直销机构开

放与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4日为瑞士证券交

易所、德意志证券交易所非交易

日，2018年12月24日下午香港

证券交易所休市；2018年12月

25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德意志

证券交易所、 瑞士证券交易所、

泛欧巴黎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

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非交易

日；2018年12月26日为德意志

证券交易所、 瑞士证券交易所、

泛欧巴黎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

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非交易

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7日为纽约证券交

易所、德意志证券交易所、瑞士

证券交易所、泛欧巴黎证券交易

所、伦敦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

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

（QDII）A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

（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8002 00567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类别（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

118002，C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005676，A类美元现汇份额基金代码为000593）；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生物科

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B，场内代码：150258）二级市场

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2018年12月17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

价为0.802元，相对于当日0.6165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30.09%。 截止

2018年12月18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798元，明显高

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分级基金， 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

要求，公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存量分级基金将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

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易方达生物科

技分级B类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

度将大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场内简称：生物分级，场内代码：161122）净值和易

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A，场内代码：150257）参考净值的变动幅

度，即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

高。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

资风险。

3、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

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

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6、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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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

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

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暂停申购、

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QDII-LOF-FOF）

基金主代码 16111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易方

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4日为瑞士证券

交易所非交易日，2018年12月

25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瑞士

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2018年

12月26日为瑞士证券交易所非

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7日为纽约证券

交易所和瑞士证券交易所交易

日。

注：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为易基

黄金。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暂停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QDII-LOF）

基金主代码 1611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

同》、《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4日下午香港证券

交易所休市；2018年12月25日、

12月26日为香港证券交易所非

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7日为香港证券交

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

（QDII-LOF）A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

数（QDII-L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161124 00626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

场内简称为香港小盘。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暂停申购、赎回、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82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蓝

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2月24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4日下午港股通不提

供服务，2018年12月25日、12月26

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赎回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8年12月27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8年12月27日为港股通交易

日。

注：目前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仅开放日常

申购、赎回、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转换转出业务暂不开放，具体开放时间本公

司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下转B08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