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证军工 ETF
基金主代码 51256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余海燕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湛

注：本基金场内简称为“中证军工”，扩位证券简称为“军工 ETF易方达”。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

理姓名
余海燕

任职日期 2022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从业年

限
17 年

证券投资管

理从业年限
16 年

过往从业经

历

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汇丰银行 Consumer Credit Risk 信用风险分析

师，2006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0 月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析师、基金

经理助理、基金经理。2012 年 10 月加入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投

资发展部产品经理，现任指数投资部副总经理、指数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基金经理。

基金

主 代

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其中：管理

过公募基金

的名称及期

间 512010 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卫生交易型开 2013-09-23 -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070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4-06-26 -

000950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5-01-22 -

510310 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6-04-16 -

110020 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6-04-16 -

510580 易方达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16-04-16 -

51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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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04 -

001344 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卫生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7-11-22 -

510900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8-08-11 -

1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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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11 -

00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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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

基金

2019-01-18 -

007028 易方达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19-03-20 -

513000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 225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2019-06-12 -

510100 易方达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9-06 -

007379 易方达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19-09-09 -

502048 易方达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2015-04-15 2021-01-01

502006 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2015-06-15 2021-01-01

502003 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015-07-08 2021-01-01

502010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2015-07-08 2021-01-01

512560 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17-07-14 2021-04-15

512570 易方达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7-07-27 2021-04-15

159934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18-08-11 2021-04-15

000307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2018-08-11 2021-04-15



基金联接基金

240014 华宝兴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010-12-10 2012-10-16

510280 上证 18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11-08-04 2012-10-16

240019 华宝兴业上证 180 成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11-08-09 2012-10-16

是否曾被监

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

基金从业资

格

是

取得的其他

相关从业资

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

定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是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湛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22 年 11 月 1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是

注：张湛仍担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助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