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转换结果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了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议案》

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获得表决通过，自该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并已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发布了《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转型实施前的转型选择期为 2020年 10月 30日至 2020年 11月 30日，

转型选择期结束后，以 2020 年 12 月 1 日为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将易方达生物

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基金代码：161122，场内简称“生物分级”）、易方达生物

分级 A 类份额（基金代码：150257，场内简称“生物 A”）、易方达生物分级 B

类份额（基金代码：150258，场内简称“生物 B”）转换成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

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基金份额的场内份额，易方达生物分级份额

的场外份额转换成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基金

份额的场外份额。现将转换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转换结果 

以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易方达生物分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生物

A、生物 B 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成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A 类基金份额的场内份额。基金份额转换比例保留至小数点

后第 9 位，小数点第 9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生物 A、生物 B 经转换后的份

额数保留至整数位，不足 1 份的零碎份额的处理方式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则处理，转换后的基金份额以登记结算机构最终确认的数据为

准。有关生物 A、生物 B 基金份额转换结果如下表所示： 



转换前的

基金份额 

转换前基

金份额参

考净值

（元） 

转换前基金份

额数（份） 
转换比例 

转换后的基金

份额 

转换后基

金份额净

值（元） 

转换后基金份额

数（份） 

生物 A 1.0160 5,151,575.00 1.136338217 

易方达中证万

得生物科技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A 类

基金份额的场

内份额 

0.8941 5,853,931.00 

生物 B 0.7722 5,151,575.00 0.863661783 

易方达中证万

得生物科技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A 类

基金份额的场

内份额 

0.8941 4,449,218.00 

易方达生物分级份额的场内份额、场外份额分别自动转换为易方达中证万得

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基金份额的场内份额、场外份额，如下

表所示： 

转换前的基金份额 转换前基金份额数（份） 转换后的基金份额 转换后基金份额数（份） 

易方达生物分级份额

的场内份额 
14,271,439.00 

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 类基金份额的场内份额 

14,271,439.00 

易方达生物分级份额

的场外份额 
588,734,213.64 

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 类基金份额的场外份额 

588,734,213.64 

投资者自 2020 年 12 月 3 日起（含该日）可查询经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本

公司确认的转换后基金份额。 

二、重要提示 

（一）《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易

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自 2020 年 12 月 3

日起生效，原《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生物

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自同日起失效。自 2020 年 12 月 3 日起，

本基金的基金名称由“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易方达

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基金份额的场外简称由“易方达生物分级”变更为“易



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LOF）A”，场内简称由“生物分级”变更为“生

物科技”，基金代码仍为“161122”，新增的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C 类基金份额场外简称为“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LOF）

C”，基金代码为 010572。 

（二）根据相关公告，自 2020 年 12 月 3 日起，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开始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包

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等相关业务。 

（三）投资者持有的转换后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场外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将继承其转换前场外易方达生物分级份额

的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者持有的转换后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A 类场内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只能采取现金分红方式。请投资者务必

及时查询、核对持有的转换后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 类场外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具体收益分配方式以登记结算机构的记录为准。 

转换后的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基金份额

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1、A 类基金份额场内场外申购费率相同，均设置为： 

申购金额 M（元） 

（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其他投资者） 

特定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 

M＜100 万 1.00% 0.10% 

100 万≤M＜200 万 0.60% 0.06% 

200 万≤M＜500 万 0.30% 0.03% 

M≥500万 1000 元/笔 1000 元/笔 

注：特定申购费率仅适用于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以场外方式申购的特

定投资群体。 

2、A 类基金份额场外赎回费率设置为： 

持有时间（天） 赎回费率 归入基金资产比例 

0-6 1.50% 100% 

7-29 0.50% 25% 

30-179 0.25% 25% 

180 及以上 0% --- 

3、A 类基金份额场内赎回费率设置为： 



持有时间（天） 赎回费率 归入基金资产比例 

0-6 1.50% 100% 

7 及以上 0.50% 25% 

根据有关业务规则，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易方达生物分级份额转换为易方

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份额后，其原基金份额持有

期计入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份额的持有期；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生物 A 和生物 B 转换为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A 类场内份额后，基金份额持有期自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

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场内份额确认之日起计算，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份额时适用的赎回费率将根据持有期确定，具体持有时间以登记结算机构系统

记录为准。如果赎回份额时持有期较短，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承担较高的赎回费。 

（四）基金份额转换的特别风险揭示 

1、生物 A 和生物 B 转换后风险收益特征发生较大变化的风险 

生物 A 表现为低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分级运作期内按基金合

同约定获得相应年基准收益率，但在份额转换后，生物 A 持有人原持有的较低

风险收益特征的生物 A 将变为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场内份额，基金份额风险收益特征将因转换而发生

较大变化。由于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场内份

额为跟踪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的基金份额，无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安排，

其基金份额净值将随标的指数的涨跌而变化，原生物 A 持有人将承担因市场下

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生物 B 具有一定的杠杆属性，表现为高风险、预期收益相对较高的特征，

但在份额转换后，生物 B 持有人原持有的生物 B 将变为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易

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场内份额，基金份额风险

收益特征将因转换而发生较大变化。由于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A 类场内份额为跟踪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的基金份额，没有杠杆

特征，其基金份额净值将随标的指数的涨跌而变化，原生物 B 持有人将无法继

续享有杠杆安排且仍需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2、生物 A 和生物 B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量在转换后发生变

化的风险 



以易方达生物分级份额在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日终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生物 A 和生物 B 均按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场内份额，并进行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

因此生物A和生物B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量在转换后发生变化。

此外，由于基金份额数取整计算产生的误差，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其所持基金资

产净值减小的风险，对于持有份额数极少的生物 A、生物 B 持有人，面临持有

的基金份额转换后份额数不足一份而被计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3、生物 A 和生物 B 转换为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场内份额后部分投资者可能无法直接办理场内赎回的风险 

生物 A 和生物 B 转换为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 类场内份额后，投资者可以申请场内赎回基金份额或者转托管至场外后申请赎

回基金份额。部分投资者可能由于所在证券公司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或其他原因

无法直接办理场内赎回，需先转托管至场外后再申请赎回或者先转托管到具有基

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再申请赎回。 

4、生物 A 和生物 B 转换为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场内份额后自确认之日起计算及收取赎回费的风险 

根据有关业务规则，生物 A 和生物 B 转换为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场内份额后，基金份额持有期自份额确认之日起计算，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份额时适用的赎回费率将根据持有期确定，具体持有时间以

登记结算机构系统记录为准。如果赎回份额时持有期较短，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承

担较高的赎回费。 

5、在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上市交易之前，

投资者将无法进行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 或拨打本

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 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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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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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转换结果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