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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ETF 产品发行提速，ETF

联接基金随之驶入发展快车道。 据 Wind

统计， 今年截至 9 月末已有近 60 只 ETF

联接基金宣布成立（不同份额分开计），创

下有史以来最高同期纪录， 为旗下 ETF

配上联接基金已经成为不少基金公司的

必选动作。 以新近结募的易方达中证

800ETF 为例，其联接基金（A：007856，C：

007857）紧随其后展开募集，据公告将从

10 月 14 日起开售， 成为较早面世的

800ETF 联接基金。至此，在集齐主流宽基

ETF 的基础上，易方达已为旗下所有宽基

ETF 配齐包括 A、C 两种份额在内的联接

基金（A、C 份额的差别仅在于收费方式，

一般认为 A 适合长期持有、C 适合短期

投资），为投资者提供了覆盖场内场外、适

合长持短投等多种需求的选择。

化百万门槛为“1元起投”

为场内 ETF 配上场外联接基金，是

为了给更广泛的投资者提供最便利的工

具。 顾名思义，联接基金的特性在于能将

场内与场外“联接”起来。它将 90%的资产

投资于目标 ETF，是打通场内产品和场外

用户的桥梁。ETF 在交易所场内买卖极为

方便，但对于没有证券交易账号或者不熟

悉操作、 习惯了在银行等场外渠道购买

基金的普通投资者来说， 如果要在场外

直接申购 ETF， 动辄数百万份的起购门

槛很容易让人望而生畏。 ETF 联接基金

就像一个场外的批发商， 集合众多中小

投资者的钱去投资标的 ETF， 将投资门

槛大大降低（易方达中证 800ETF 联接

基金的起购额为 1 元），帮助投资者实现

从场外到场内的跨越。 正是因为这样的

特性，有投资者亲切地将其称之为“场外

零售版 ETF”。 另一方面，联接基金带来

的场外资金也有利于为场内 ETF 增添

流动性、 更好地提升其作为交易型产品

的性能。 从 2018 年报来看，大部分 ETF

的第一大持有人都是其对应的联接基

金。作为引流的“桥梁”，联接基金的存在

极大地方便了投资者。

以精微管理来严控误差

独特的联接特性，也让联接基金具有

与目标 ETF 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和工具

优势。 同为跟踪标的指数的工具，ETF 通

过一揽子购买成分股来实现跟踪，联接基

金则通过投资于前者来完成。 因此，对联

接基金的投资者而言，有三重因素会对最

终收益产生影响： 一是标的指数的质量，

二是管理人控制两重跟踪误差的水平，三

是费率。

从标的指数质量来看， 中证 800 指

数由沪深 300 和中证 500 指数的成份股

一起构成， 是 A 股主要优质股票的代

表。 据 Wind 统计，中证 800 指数成分股

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在过去十

年每一年都超过 10%。 这一指标反映了

其成分股公司为股东赚取回报的能力，

也反映了中证 800 指数作为选取优质公

司的“篮子”之有效性。 易方达 ETF 产品

线所选取的沪深 300、上证 50、深 100 等

其他多只宽基指数也都符合这一标准。

这些宽基指数都是因为始终保持了对所

在市场核心资产、 乃至对所在经济体先

进生产力的代表性， 才能在漫长的时间

中获得投资者认可、 逐渐成长为市场主

流指数的。

作为管理人， 易方达是业内最早涉

足 ETF 及其联接基金领域、且在该领域

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基金公司之一， 拥有

长达 12 年设计、 投资、 管理运作各类

ETF 产品的丰富经验， 并是行业内第一

家系统、完整地开发指数投资管理平台，

通过系统化、 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对现

金头寸、 结构偏离和交易成本等多重变

量的精微控制， 将跟踪误差压到尽可能

低的水平， 从而保证投资者最终获得的

收益尽可能贴近指数。 易方达中证

800ETF 的目标是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

制在 0.2%以内，易方达中证 800 联接基

金的目标是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制在

0.35%以内。

此外，根据规定，联接基金不会对投

资 ETF 的资产重复收费，仅对“非 ETF 资

产”（占基金总资产的不到 10%） 收取费

用。 易方达旗下包括中证 800ETF 联接在

内的多只宽基 ETF 联接基金每年的费率

均为管理费 0.15%、托管费 0.05%，是市场

低水平。

易方达率先发行 800ETF 联接基金 为场外投资者提供便利选择

*ST印纪成第四只面值退市股

10月18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婵）

面值

退市第四股来了。 昨晚，深交所发布

公告称，从10月10日起，将中止*ST印

纪上市，并自10月18日

（下周五）

起进

入退市整理期。 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

易日， 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

牌。

* ST印纪昨晚公告称， 鉴于公

司股票被深交所终止上市， 根据相

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于10月18日起

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股票简称变

更为“印纪退”， 涨跌幅限制为10%。

*ST印纪表示， 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

为30个交易日， 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为11月28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

一个交易日， 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

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

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股份转让。

据了解， 今年 8月15日至9月11

日，*ST印纪因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股票面值触发了退市条件，公

司从9月12日开市起停牌。 按照相关

规定，深交所将自公司股票停牌起15

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

上市的决定。如今，深交所对*ST印纪

做出了终止上市决定。

*ST印纪成为第四只面值退市

股。 去年中弘股份成为面值退市首

例，今年雏鹰退、华信退同样因此相

继进入退市整理期， 如今*ST印纪也

步人后尘。 此外， *ST大控也同样因

为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面值

9月20日起停牌， 目前等待上交所是

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ST印纪2014年借壳登陆A股市

场，先后投资、制作或发行了《建国大

业》、《杜拉拉升职记》 等影视作品。

2017年初市值达到400亿元的巅峰，

并超越华谊兄弟、光线传媒，成为影

视传媒第一股。不过从2018年起，*ST

印纪的主营业务开始下滑。 今年上半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80.31万元，

同比下降84.68%； 实现净利润亏损

9200.46万元。

康泰生物三季报业绩超预期

股价创历史新高，多家机构看好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袁婵

) 三季报

业绩预告超预期， 康泰生物昨日涨

停，股价创历史新高，收盘报79.06元。

针对康泰生物发布三季报业绩预告，

多家机构发出了“看好”的研报，维持

“买入”评级。

三季度业绩预告超预期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康泰生

物股价整体处于爬坡上扬的趋势，其

区间涨幅达121.9%

（向后复权）

。

消息面上，康泰生物昨日发布了

三季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前三季度

净利润4.15亿至4.40亿， 同比增长

10.31%~16.96%。 其中，第三季度实现

归母净利润1.57亿~1.82亿元，同比增

长74.58%~102.41%。 资料显示， 康泰

生物是一家主营业务为人用疫苗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东吴证券研报认为，公司四联苗

销量大幅提升， 三季度业绩超预期。

据了解，公司四联苗上半年由于批签

发原因影响销售， 第三季度逐步恢

复。 上半年四联苗仅批签发90万只，

而第三季度达161.88万只。 中泰证券

分析师江琦认为2019年前三季度预

计归母净利润小幅增长、表现略超预

期。 除了四联苗销量大幅提升的作用

外，新品23价肺炎疫苗上市也带动了

业绩的增长。

机构看好公司未来

在三季报预告发布后， 东吴证

券、 中泰证券、 光大证券、 安信证

券等多家券商纷纷发出了看好公司

未来的研报。 中泰证券昨日研报称，

公司作为在研产品管线最为丰富的

疫苗公司之一， 未来三年 13 价肺炎

疫苗、 人二倍体狂犬病疫苗等重磅

产品有望陆续上市， 维持“买入”

评级。

知名投资人梁沛颖在接受信息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苗行业是医

药行业景气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公司

疫苗研发能力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

储备品种众多，值得长期看好。

据了解，近年来全球疫苗市场总

额稳步增长。 根据Evaluate Pharma发

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疫苗市场

经济规模为277亿美元， 预计到2024

年全球疫苗市场规模将达446亿美

元。

近日，“2019中国AI金融探路者峰会暨

金融科技先锋榜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华

安黄金荣登“中国金融科技创意榜”。

据悉， 华安基金作为实物黄金证券化

的先驱机构， 早在2013年推出华安黄金

ETF，并于2016年在自平台实现黄金基金克

数化展示。 2018年，华安黄金实物化业务在

蚂蚁财富平台上线， 在蚂蚁平台购买华安

黄金联接C基金时，投资者能直观看到黄金

基金在其账户中按克数而非传统的基金份

额展示。 2019年7月华安基金再次与蚂蚁

财富合作深化购金场景， 开展协助投资者

购买合作商户实物黄金业务。 投资“华安黄

金联接基金C”， 投资者能够享受兑换实物

黄金这一附加服务，可在蚂蚁财富的“华安

黄金”页面兑换“中国黄金”和“招金集团”

的实物黄金产品。

华安基金荣登

“中国金融科技先锋榜”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新能源

指数今年以来上涨14.00%，部分成份股年内

涨幅超80%。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新能源行业

技术路线相对确定，有望迎来成长期。 据了

解，国投瑞银新能源基金

（

A

类

007689

；

C

类

007690

）

将于10月18日起正式发行。

国投瑞银新能源基金为一只混合型基

金， 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60%~

95%，投资于新能源主题相关行业证券的比

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据国投瑞

银介绍，该基金将主要围绕新能源行业，其

中更关注快速成长的子行业和公司， 如光

伏、新能源汽车、汽车电子、车联网的投资

机会， 而这些领域已到达或即将到达黄金

投资期。

国投瑞银新能源基金

10月18日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