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华平安创业板ETF
将投资组合分散到创业板指数（ChiNext Index）
中成长迅速的企业。

更多信息，请参阅： 
uobam.com.sg/chinext

迈入中国
的未来



创业板市场于2009年10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 是快速发展的创新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重要平台。 迄今已有超过
1100 家公司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涉及诸多传统行业和新经济行业。

创业板市场介绍



创业板指数（以下简称“指数”）是创业板市场的基准指数和主导指数。 它采用自由流通市值加权， 由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SZSE”）
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在规模和流动性方面排名前百强的A股股票组成。

关于创业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选样方法

指数特征

包括快速成长的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公司

投资股票池有超过1100只股票

精选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在规模和流动性方面排名
前百强的公司

多元化收益

提供对中国上升行业内的龙头公司进行投资的机会，
例如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财富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增长机会

˙每半年进行一次调整，分别在每年的6月和12月
˙通过缓冲区规则和限制新成分股的数量来降低

指数成分股的周转率

半年度调整

囊括新上市成分股的快速入选规则 ‒ 在深交所
市场上市后的5个交易日内，日均总市值排名位
于前十的股票将在第15个交易日被纳入指数内

快速入选规则

仅包括满足下列标准的公司：
˙未被标记为“特别处理”1

˙上市时间6个月以上 ‒ A 股总市值排名位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前 1%的股票除外

˙最近一年无重大违规、 财务报告无重大问题
˙最近一年经营无异常、 无重大亏损
˙考察期内股价无异常波动

股票选样

创业板市场

股票选样

创业板指数：100只股票

半年度调整
+ 快速入选规则

日均成交额

基本面

日均总市值

投资股票池内的股票根据日均
成交额降序排列，剔除排名后 
10%的股票

精选日均总市值排名前100
的股票作为指数成分股

排名相近的，优先选取行业
代表性强、盈利记录良好的
股票



大华平安创业板ETF（以下简称“基金”）力求通过将基金的全部或大部分资产投资于平安创业板ETF（以下简称“基础基金”）来尽可能最
接近地复制（未计入费用）创业板指数的表现。

平安创业板ETF在深圳证券交易所（“SZSE”）挂牌，由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管理。

关于大华平安创业板 ETF

平安基金成立于2011年，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员之一。平安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致力于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专业全面的资产管理服务。

关于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

大华平安
创业板ETF

平安
创业板ETF

创业板指数

认购/买入基金单位

将全部或绝大部分
基金资产投入

跟踪指数表现

拥有超过200家机构合作伙伴，
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银行

合作伙伴

累计服务超过1.3亿客户

客户

经验

十多年的基金与资产管理服务经验

规模

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



获得进入创业板市场
（仅向中国内地投资者

和境外专业机构投资
者开放）的准入路径

准入路径

可在新加坡证券交
易所(新交所)进行交
易，每个交易订单的
起购基金单位为1份

无每手最低交易
单位要求

支持用新元(SGD) 和
美元(USD)进行交易

货币选择

可使用现金和/或退休
辅助计划进行投资

退休辅助
计划(SRS)

无需满足客户账户
评估（CAR）标准即可
进行交易

普通投资
产品(EIP)

为什么投资大华平安创业板ETF?

操作简单、准入路径

中国“十四五”规划的愿景是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技术创新、绿色能源和民生福祉对中国政府而言依然至关重要，相关
行业有望从政策利好中受益。

创业板指数囊括了未来可能会在实现这些大方向中乘上发展东风的成长型创新企业及行业。

共享中国“十四五”规划提供的发展机会 

电动汽车(EV)
随着电动汽车在中国的日益普及有望从中受益的公司，包括生产锂电池等电动汽车组件、电池生产设备以及锂和
钴等关键电池材料的公司。

生物技术、基因
组学和医药

医疗健康行业的一个细分部门，包括从事通过生物学研究及应用开发新的医疗过程、治疗方法和产品的公司。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
(A.I.) 为机器人技术解决方案、自动化和/或人工智能开发软硬件产品的公司。

行业主题 描述

云计算 提供云服务的公司，例如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等。

半导体 主营业务涉及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和/或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公司。

清洁能源 太阳能、风能、核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的生产和/或价值链涉及到的公司。



成分股名称 权重 (%) 行业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05 工业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7.40 金融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28 医疗健康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3.74 工业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3.64 工业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5 必需消费品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41 工业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0 医疗健康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14 医疗健康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10 医疗健康

由于与主要大盘指数和另类资产类别的相关性较低，创业板指数向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收益。它可以作为核心－卫星投资组合当中卫星的
组成部分。

与主要指数和资产类别的相关性低

创业板指数组成 3

创业板指数 2

海峡时报
指数：
0.259

标普500
指数：
0.291

欧洲斯托克50
指数：
0.235

MSCI全球市场
指数：
0.326

日经225
指数：
0.226

富时中国
A50指数：

0.596

彭博全球
综合指数：

0.162

指数前十大成分股 3

行业细分
工业 ‒ 41.06%
医疗健康 ‒ 22.42%
信息技术 ‒ 13.52%
金融 ‒ 7.66%

必需消费品 ‒ 5.58%
原材料 ‒ 5.51%
非必需消费品 ‒ 2.31%
通讯服务 ‒ 1.94%



基金详情

注释:
1 沪深证券交易所会对财务状况异常或有其他异常情况的上市公司添加‘特别处理’(ST)标记, 以向投资者标示该证券的风险。
2 注： 完全正相关是指相关系数恰好等于1 。 这表示当一支证券发生变动时（无论上涨或下跌),  另一支证券也会随之同方向变动 。 完全负相关是指两种资产朝相反方向

变动， 而零相关则表示两种资产完全没有线性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 UOBAM、Bloomberg， 截至2022年8月31日， 依据过去5年的每周数据。
3 资料来源：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截至2022年9月14日。
4 更多详细信息请与参与证券商联系或参考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公司 大华资产管理公司

保管机构 State Street Trust (SG) Limited

追踪指数 创业板指数

证券交易所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新交所)

管理费 4 现行每年0.50%； 最高每年2%

受托费 4 现行不高于每年0.05%

费用比率 最高每年1.25%

指数成分股数 100

复制方法 完全复制法

分配方案 4 基金经理可对本基金进行分配，但目前尚未进行分配

挂牌日期 2022年11月14日

交易币别 新元类别基金单位（主要交易货币：新元 |  第二交易货币：美元）

新交所代码 以新元交易的基金单位：CXS | 以美元交易的基金单位：CXU

交易单位 新交所每手买卖单位：1单位

参与证券商 CGS-CIMB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Pte Ltd | DBS Vickers Securities (Singapore)
 Pte Ltd | Futu Singapore Pte. Ltd. (Moomoo) | iFAST Financial Pte Ltd (FSMOne,
 iFAST Global Markets, iFAST Central, iFAST Prestige) | Phillip Securities Pte Ltd |
 Tiger Brokers (Singapore) Pte Ltd

指定造市商 Phillip Securities Pte Ltd

基金单位净值 请参阅网址参考基金价格： www.uobam.com.sg/our-funds/allfunds.page 



重要说明及免责声明：
本文件仅供信息参考，不构成要约或唆使投资人交易大华平安创业板ETF（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单位，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推荐，且本文件在编制时未将文件接收人
的具体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考虑在内。 本文件中所含信息（包括任何数据、预测和基本假设）是基于特定假设、管理预测和对可用资料的分析，它反映的是截止本文件日期
当天的情况以及大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UOBAM”）的看法，如有任何变更，恕不另行通知。编制本文件时，UOBAM 依赖于并假定所有公共来源的可用信息或经过
UOBAM 审核的其他资料均为准确完整（但未经单独验证）。 尽管UOBAM 相信本文件中提供的信息均为可靠信息，但UOBAM不以任何方式（明示或暗示）对其准确性或完整
性作出任何声明或保证，亦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在任何情况下，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对本文件中不存在或将来不会有任何影响本基金变化的持续声明，亦不导致
任何此类暗示。本文件未对本基金的业绩或投资回报作出任何声明或承诺。 本基金或UOBAM 以往的业绩，以及对经济走势或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往表现、预测、预估和预报
并不代表本基金或UOBAM 在未来可能实现的业绩。基金单位的价值和相关收益（如有）可能发生涨跌，由于本基金所采用的投资政策和/或投资组合管理技巧可能发生不定
时调整， 因此还具有很强的波动性。 基金单位投资具有风险性（包括损失已投入本金的可能性）且不属于大华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银行”）、UOBAM 及其任何子公
司、联营公司、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大华银行集团”）或基金分销商的义务，亦不得被视为存入此类公司的存款或由此类公司为其担保或投保。本基金可以利用或投资金融衍
生工具，投资者应该清楚金融衍生工具投资所具有的风险，详细描述见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大华银行集团可能在基金单位中享有权益，并且可以对本基金履行或让其他
方履行经纪业务以及其他投资或证券相关服务。 投资者应注意，传统单位信托基金的投资者无法直接向UOBAM赎回其基金单位，而只能通过参与经纪商（participating 
dealer）赎回，本基金不同于这类传统单位信托基金，只要申请赎回的金额符合最低金额规定，投资者就可以直接赎回或通过经纪商赎回其基金单位，但该最低金额会比赎回
传统单位信托基金单位规定的最低金额数目更大。 参与经纪商名录见www.uobam.com.sg。

因此，投资者只能通过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新交所”）卖出基金单位来变现。 投资者还应注意，在新交所上市和报价的基金单位并不保证有流通市场。 单位信托
基金投资具有投资风险和外汇风险， 包括损失已投入本金的可能性。在决定是否认购或买入任何基金单位前， 投资者应阅读招募说明书，该说明书可从UOBAM 或其指定的
任何代理人、分销商处获取。 在作出任何基金单位投资承诺之前，您可能会事先咨询财务顾问，如果您选择不咨询，则应慎重考虑本基金是否适合您。 新交所和/或其关联公
司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基金进行赞助、宣传、销售或推广， 也不对使用创业板指数（以下简称“该指数”）所获得的投资结果和/或该指数在某一天特定时间段的数据作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担保或声明。 该指数由新交所进行管理、测算与公布。对于本基金和该指数中存在的任何错误（无论是由于疏忽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新交所概不对任何人负
责，也不负有向任何人指出本文件中错误之处的义务。 “SGX”是新交所的商标， 由该指数经许可后使用。 该指数的所有知识产权均归属于新交所。 请注意，相关的通用免责
声明和特定于某辖区范围的免责声明也被纳入本文件/材料中， 请访问新交所的网站查看：http://www.sgx.com/terms-use。

本宣传手册未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审核。
大华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注册号码：198600120Z
202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