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深交所基金新增扩位简

称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基金增加扩位证券简称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证上

[2021]764 号）》，经向深交所申请，自 2021 年 8 月 23 日起，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深交所基

金新增扩位证券简称，扩位简称适用于交易、申购赎回及行

情展示。涉及基金及简称信息如下：

序

号

基金代

码

基金名称 原证券简

称

扩位证券简称

1 159001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

市场基金
保证金 货币 ETF

2 159715
易方达中证稀土产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稀土 稀土 ETF 易方达

3 159781
易方达中证科创创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创业 双创 50ETF

4 159803
易方达中证浙江新动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浙江 ETF 浙江新动能 ETF

5 159807
易方达中证科技 5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科技 50 科技 ETF

6 159819
易方达中证人工智能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AI 智能 人工智能 ETF

7 159837
易方达中证生物科技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ETF

8 159847
易方达中证医疗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中证医疗 医疗 50ETF



9 159901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深 100ETF 深证 100ETF 易方达

10 159915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 创业板 ETF 易方达

11 159934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 ETF 黄金 ETF

12 161115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易基岁丰 易基岁丰添利 LOF

13 161116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

资基金（LOF）A 类人

民币份额

易基黄金 黄金主题 LOF

14 161117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基永旭 易基永旭添利定开

15 161118
易方达中小企业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份额

易基中小 中小企业 100LOF

16 161119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LOF）A类份额

易基综债 易方达新综债 LOF

17 161121
易方达中证银行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A
类份额

银行 银行 LOF 易方达

18 161122
易方达中证万得生物科

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份额

生物 LOF 生物科技 LOF

19 161123
易方达中证万得并购重

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并购重组 并购重组 LOF

20 161124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

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份额

香港小盘 港股小盘 LOF

21 161125
易方达标普 5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A
类人民币份额

标普 500 标普 500LOF

22 161126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人民币份

额

标普医药 标普医疗保健 LOF

23 161127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人民币份

额

标普生物 标普生物科技 LOF

24 161128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 标普科技 标普信息科技 LOF



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人民币份

额

25 161129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

金（QDII）A 类人民币

份额

原油基金 原油 LOF 易方达

26 161130

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 类人民币份

额

纳指 LOF 纳斯达克 100LOF

27 161131
易方达科润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易基科润 易方达科润 LOF

28 161132
易方达科顺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易基科顺 易方达科顺定开

本公司旗下未在上表列示的深交所基金（如有），扩位

证券简称与原证券简称保持一致。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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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