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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述 

基金作为一类投资品，得到广大投资者的普遍关注。具有投资门槛低，费用低廉，基金

经理理财，变现能力强和种类繁多的特点。同其他投资品相对比，风险性低于股票、外汇、

期货类，收益性高于债券，银行理财产品，存款等，为家庭理财投资的主要选择之一。 

本报告旨在为投资者选择基金产品的过程中提供更加全面的考量指标和参考内容。对基

金投资影响较大的宏观经济政策解读，股票市场观察，债券市场观察，货币市场观察，从而

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对投资市场的掌控，以期获得更有效的投资研判。同时，从基金产品

的业绩、收益、分红和发行四个方面，对基金产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对比。以全面展现，

基金产品市场的收益率情况，及各只基金的综合收益能力情况。 

同时， 本报告也是为基金公司提供一份更为全面和专业的同行业内基金产品表现情况，

以使基金公司在掌控自家基金产品表现情况的同时，兼具了解到同行业内其他基金公司基金

产品的业绩，收益能力，分红和发行情况。 

研究方法 

市场论述部分：宏观经济，选取相关重要经济指标。股票市场部分，选取 A 股市场走

势，股票市场各行业板块指数走势。债券市场，选取各种债券发行数量，中债指数净价表现，

国债、企业债、金融债净价及收益表现，各类债券不同期限的利率变化情况。货币市场，选

取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包括投放量，回笼量和净投放等数据，回购利率及拆借利率

走势情况，央行票据到期收益率变化情况等。 

基金主体部分：分为各类型基金近三个月收益率单项排名和近两年的综合收益排名。 其

中前者是用近三个月的收益率进行排名，后者通过对近 24 个月的对数月平均收益率进行了

定量分析，并对每个月的对数收益率赋予权重，距报告月时间越近，权值越高，最后通过定

量计算得出股票基金排行榜。 

    基金分红：研究了各类型基金在每个月的分红数额和分红只数。 

    基金发行：研究了各类型基金每个月的发行规模和只数。 

评级概述 

基金收益能力综合排名是对基金产品期限参量包含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

的收益率进行排序，期限排名进行加权平均，对近期基金产品收益表现设置较高权重，进而

更加客观公正展现基金产品的收益情况。将基金产品进行分类，分为开放式股票基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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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混合基金，开放式债券基金，开放式货币基金，开放式指数基金 QDII 基金，和封闭式基

金。 

 

报告遵循原则及证监会相关规定 

【第 64 号令】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具体内容如下 

第十四条  任何机构从事基金评价业务并以公开形式发布评价结果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对不同分类的基金进行合并评价；  

（二）对同一分类中包含基金少于 10 只的基金进行评级或单一指标排名；  

（三）对基金合同生效不足 6 个月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除外）进行评奖或单一指标

排名；  

（四）对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除外）、基金管理人评级的评级期间少于 36 个月；  

（五）对基金、基金管理人评级的更新间隔少于 3 个月；  

（六）对基金、基金管理人评奖的评奖期间少于 12 个月；  

（七）对基金、基金管理人单一指标排名（包括具有点击排序功能的网站或咨询系统数

据列示）的排名期间少于 3 个月；  

（八）对基金、基金管理人单一指标排名的更新间隔少于 1 个月；  

（九）对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进行评价。 

数据来源 

1、基金公司公开发布的相关收益率情况数据 

2、其他相关数据由巨灵财经提供 

免责条款 

本研究报告根据基金公司及市场公开发布的信息，进行甄选和分析后编制，收集信息未

能获取理财产品的全部信息，报告内容可能存在因统计数据，分析计算过程中产生遗漏和偏

差，本报告旨在为理财行业的发展、创新和制度建设提供研究参考。在对于因使用、引用、

参考本报告内容而导致 的投资损失、风险与纠纷，本报告发布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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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票市场：2011 年 9 月份，A 股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继续大跌，上证综指创年内

最大月跌幅 8.11%，且于盘中创出新低 2348.22 点，成交量大幅萎缩。具体来看，9

月份上证综指开于 2567.34 点，收于 2359.22 点，暴跌 208.12 点，指数直线下行，

当月跌幅 8.11%；深证成指开于 11397.481 点，收于 10292.334 点，大跌 1105.147

点，跌幅9.70%，也创年内最大月跌幅；沪深300指数开于 2846.776点，收于2581.351

点，当月下跌 265.425 点，跌幅 9.32%。 

 基金市场：在 A 股创出今年最大月跌幅的情况下，除货币基金指数外的各基金指

数也全军覆没，其中上证基金指数大跌 8.42%，深市基金指数大跌 8.23%。开放式

基金中，股票型基金跌幅最大，9 月中证股票型基金指数下跌 9.58%；其次为混合

型基金，中证混合型基金指数下跌 8.73%；再次为债券型基金，中证债券型基金指

数下跌 2.75%。其他类型基金中，受外围股市下跌影响，QDII 基金表现最差，中证

QDII 基金指数大跌 10.01%；其次为封闭式基金，晨星中国封闭式基金指数下跌

8.43%；货币基金本月小幅上涨，中证货币基金指数微涨 0.27 %。 

 基金投资策略： 

 偏股型基金：震荡筑底延续，短期应持防御态度。9 月上证指数与深证成指均

创年内最大月跌幅，股市哀鸿一片，中证股票型基金指数本月大跌 9.58%，跌

幅大于大盘，计入统计的 255 只股票型基金本月全面下跌，且跌幅均在 5%以

上。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缺乏持续性热点，前期强势板块后期会出现补跌，

资金进场意愿较低，市场情绪悲观，股市短期仍将延续震荡筑底态势。在偏股

型基金投资方面，投资者短期仍应持防御态度，关注选股能力突出且操作灵活

的基金。 

 债券型基金：债券市场短期波动持续，长期投资可关注。9 月债券市场资金面

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存款准备金的增缴虽然对市场未造成较大冲击，但紧张状

况也没有缓解。短期来看，10 月债市在内部经济、通胀等方面出现超预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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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利空的可能性都不大，债市收益率可能将依旧保持窄幅波动的走势，较难

形成趋势性投资机会。但中期来看，发达国家陷入长时间低迷、国内经济增长

温和回落以及通胀峰值已过等条件均有利于债市，基本面对债市的利好趋势基

本确立。债券型基金今年来受股市大跌、债券市场中企业债、信用债、可转债

等品种的大幅下跌共同影响，大部分收益告负，9 月份中证债券型基金指数下

跌 2.75%，债券基金仍是大跌收场。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债券市场中期向好趋

势已经基本建立，债券基金作为长期投资品种的投资机会开始出现，投资者可

适当关注。 

 QDII 基金：欧债危机持续发酵，QDII 全军覆没。9 月份，欧债危机持续发酵，

外围股市也是一片跌势，在这种情况下，QDII 基金难以独善其身，以大跌收尾，

中证 QDII 基金指数大跌 10.01%，成为跌幅最大的基金指数。计入统计的 35

只 QDII 基金本月全军覆没，无一上涨。而前期一直保持强势上涨的诺安黄金

本月也优势不再，大跌 11.24%；华宝海外中国更是以 21.25%的跌幅成为本月

跌幅最大的基金。在外围市场动荡的情况下，QDII 基金风险加大，投资者需谨

慎对待-。 

 基金推荐：新华优选成长 

 本月基金收益能力排名前三 

 股票型基金：鹏华消费优选、汇添富社会责任、广发聚瑞股票 

 混合型基金：广发聚祥保本、交银保本、汇添富保本 

 债券型基金：多利优先、天弘添利 A、嘉实超短债 

 封闭式基金：长盛同庆 A、国泰优先、富国汇利 A 

 指数型基金：国联安双禧 A、银华稳进、银华金利 

 QDII基金：诺安全球黄金、富国全球债券、长信美国标普 100 

 本月基金收益能力排名后三 

 股票型基金：融通内需驱动、长城双动力、民生稳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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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基金：融通行业景气、广发大盘成长、泰信先行策略 

 债券型基金：多利进取、博时信用 C、博时信用 A/B 

 封闭式基金：国投瑞银瑞福进取、大成景丰 B、长盛同庆 B 

 指数型基金：银华鑫利、申万深成进取、银华锐进 

 QDII基金：嘉实 H股、海富通中国海外、华宝海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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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1.1 股票市场 

2011年 9月份，A股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继续大跌，上证综指创年内最大月跌幅 8.11%，

且于盘中创出新低 2348.22 点，成交量大幅萎缩。具体来看，9 月份上证综指开于 2567.34

点，收于 2359.22 点，暴跌 208.12 点，指数直线下行，当月跌幅 8.11%；深证成指开于

11397.481点，收于 10292.334点，大跌 1105.147点，跌幅 9.70%，也创年内最大月跌幅；

沪深 300 指数开于 2846.776点，收于 2581.351点，当月下跌 265.425点，跌幅 9.32%。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1  2011 年 9 月 A 股市场走势 

 

在 9月份 A股单边下跌行情中，各行业指数也全军覆没，均大跌收尾，且除金融指数

外，其他各指数跌幅均在 10%以上。其中木材指数跌幅最大，大跌 17.52%；其次为建筑指数，

下跌 16.74%；第三名为综企指数，下跌 15.45%。在 A股跌跌不休中，市场悲观情绪严重，

资金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避险倾向，市场未来走势仍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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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2 2011 年 9 月各行业指数涨跌幅 

1.2  债券市场 

1.2.1  债券市场发行概况 

2011 年 9 月，市场共发行了 55 只债券，较 8 月份大幅减少了 59 只，总发行量为 3673.36

亿元，比 8 月份减少 2095.14 亿元。从债券类型来看，本月发行的债券中，以金融债券发行

量最大，共发行 1424.10 亿元，占债券总发行量的 38.77%，相比上月减少了 828.50 亿元；

中期票据发行数量最多，共发行 25 只。 

图表 3  2011 年 8 月、9月各种债券发行量 

债券类型 
2011 年 8 月 2011 年 9 月 

次数 发行量（亿元） 次数 发行量（亿元） 

政府债券 9 2,252.60  7 1,387.26  

央行票据 10 310.00  9 260.00  

金融债券 10 1,870.00  10 1,424.10  

企业债券 5 46.00  4 43.00  

短期融资券 54 757.10  0 0.00  

资产支持债券 0 0 0 0 

中期票据 25 531.00  25 559.00  

集合票据 1 1.80  0 0.00  

外国债券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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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债券 0 0 0 0 

总计 114 5,768.50  55 3,673.36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4  2011 年 8 月和 9月债券发行量 

1.2.2  债券价格走势 

9月份央行实施新的准备金缴款政策，将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的

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中、农、工、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从 5日起分三

期缴存，比例为 20%、40%和 40%；其他银行则从 15 日起，分六期缴存，前四期为 15%，后

两期为 20%。新政策实施之前，市场对资金面的紧张状况高度重视，但从 9月份政策实施后

效果来看，资金面保持了平稳运行态势，并未出现过度紧张的状况。 

指数方面，中债综合指数本月开始反弹，其中中债综合指数财富指数从上月末的

135.1862点上涨至本月末的 136.3129点，上涨 1.1267点，涨幅 0.83%；净价指数从上月末

的 97.9656点上涨到本月末的 98.4726点，上涨 0.507 点，涨幅 0.52%。 

中债-国债指数、中债金融债指数 9 月份也开始反弹，其中中债-国债指数从上月末的

111.0713 点涨至本月末的 112.6104 点，涨幅 1.39%；中债-金融债指数从上月末的 111.8073

点涨至本月末的 112.3012 点，涨幅 0.44%。中债-企业债指数 9 月走势先抑后扬，但总体仍

呈跌势，从上月末的 88.4349 点跌至本月末的 87.8273 点，跌幅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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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投资策略  

1、偏股型基金：震荡筑底延续，短期应持防御态度 

 9 月上证指数与深证成指均创年内最大月跌幅，股市哀鸿一片，中证股票型基金指数

本月大跌 9.58%，跌幅大于大盘，计入统计的 255 只股票型基金本月全面下跌，且跌幅均在

5%以上。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缺乏持续性热点，前期强势板块后期会出现补跌，资金进

场意愿较低，市场情绪悲观，股市短期仍将延续震荡筑底态势。在偏股型基金投资方面，投

资者短期仍应持防御态度，关注选股能力突出且操作灵活的基金。 

2、债券型基金：债券市场短期波动持续，长期投资可关注  

9 月债券市场资金面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存款准备金的增缴虽然对市场未造成较大冲

击，但紧张状况也没有缓解。短期来看，10 月债市在内部经济、通胀等方面出现超预期利

好和利空的可能性都不大，债市收益率可能将依旧保持窄幅波动的走势，较难形成趋势性投

资机会。但中期来看，发达国家陷入长时间低迷、国内经济增长温和回落以及通胀峰值已过

等条件均有利于债市，基本面对债市的利好趋势基本确立。债券型基金今年来受股市大跌、

债券市场中企业债、信用债、可转债等品种的大幅下跌共同影响，大部分收益告负，9 月份

中证债券型基金指数下跌 2.75%，债券基金仍是大跌收场。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债券市场中

期向好趋势已经基本建立，债券基金作为长期投资品种的投资机会开始出现，投资者可适当

关注。 

3、QDII 基金：欧债危机持续发酵，QDII 全军覆没 

9 月份，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外围股市也是一片跌势，在这种情况下，QDII 基金难以独

善其身，以大跌收尾，中证 QDII 基金指数大跌 10.01%，成为跌幅最大的基金指数。计入统

计的 35 只 QDII 基金本月全军覆没，无一上涨。而前期一直保持强势上涨的诺安黄金本月也

优势不再，大跌 11.24%；华宝海外中国更是以 21.25%的跌幅成为本月跌幅最大的基金。在

外围市场动荡的情况下，QDII 基金风险加大，投资者需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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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金收益能力排名 

根据证监会最新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本研究报

告的研究对象是基金合同生效日期在 2011年 4月 1日之前，且在 2011年 9月 30日没有退

市的基金。统计期间是 2009 年 10 月 1 日～2011 年 9 月 30 日，共 24 个月。满足条件的基

金一共 776只（不包括货币式基金，因为货币式基金不公布净值，无法进行净值收益率排名），

其中包括 255只股票基金（不包括指数基金和 QDII基金）、163只混合型基金、162只债券

型基金、109只指数型基金、35只 QDII基金、52只封闭式基金。 

本报告期中“近 3个月”、“近 6个月”、“近 12个月” 和“近 24个月”分别是 2011

年 7月 1日～2011年 9月 30日、2011年 4月 1日～2011年 9月 30日、2010年 10月 1日～

2011年 9月 30日、2009年 10月 1日～2011年 9月 30日。 

各类型基金收益率综合排名的方法是：分别对近 3、6、12、24 个月的对数收益率赋予

权重，时间距今越近，权重越大，然后进行加权求和，将该和值进行排名，就可以得出排名

次序，具体方法见附录Ⅱ。 

2011 年 9 月，在 A 股创出今年最大月跌幅的情况下，除货币基金指数外的各基金指数

也全军覆没，其中上证基金指数大跌 8.42%，深市基金指数大跌 8.23%。开放式基金中，股

票型基金跌幅最大，9 月中证股票型基金指数下跌 9.58%；其次为混合型基金，中证混合型

基金指数下跌 8.73%；再次为债券型基金，中证债券型基金指数下跌 2.75%。其他类型基金

中，受外围股市下跌影响，QDII 基金表现最差，中证 QDII 基金指数大跌 10.01%；其次为封

闭式基金，晨星中国封闭式基金指数下跌 8.43%；货币基金本月小幅上涨，中证货币基金指

数微涨 0.27 %。 

图表 5  2011 年 9 月 A 股指数与各类基金指数的涨跌幅 

上证综合指数 -8.11% 中证债券型基金指数 -2.75% 

深证成份股指数 -9.70% 中证混合型基金指数 -8.73% 

上证基金指数 -8.42% 中证货币基金指数 0.27% 

深市基金指数 -8.23% 中证 QDII 基金指数 -10.01% 

中证股票型基金指数 -9.58% 晨星中国封闭式基金指数 -8.43%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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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截至2011年9月30日，共有255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不包括指数基金和QDII基金）满足

基金合同满六个月且没有退市的排名条件。2011年9月，中证股票型基金指数大跌9.58%，期

间大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8.11%，股票型基金本月跌幅大于大盘。 

本期股基收益能力排名中，鹏华消费优选股票位居首位，汇添富社会责任和广发聚瑞股

票分列二三，融通内需驱动排名垫底。入围前十的另外7只基金分别是易方达消费行业、易

方达医疗保健、宝盈资源优选、长城消费增值、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中欧新动力股票和银

河行业优选。9月股市单边下跌，部分基金重仓股跌幅明显，使本期收益能力排名变动不小。 

排名后十的另外9只基金分别是长城双动力、民生稳健成长、申万菱信新动力、华富成

长趋势、鹏华创新、上投中国优势、招商大盘蓝筹、融通动力先锋和兴全合润B。 

在收益率单项排名中，泰达宏利稳定在近 3个月的收益率排名中排名首位，鹏华消费优

选和信诚盛世蓝筹分别排名第 2、第 3位。在近 6个月收益率排名中，广发聚瑞股票排名首

位，易方达消费行业和鹏华消费优选分别排名 2、3。在近 12个月收益率排名中，宝盈资源

优选排名首位，新华优选成长和新华行业周期轮换分别排名第 2、第 3。 

图表 6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前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综合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206007 鹏华消费优选 -4.74  -5.51  —— —— -137.29  1 

470028 汇添富社会责任 -8.33  —— —— —— -148.50  2 

270021 广发聚瑞股票 -6.38  -4.17  -4.86  16.69  -158.32  3 

110022 易方达消费行业 -5.43  -4.41  -11.82  —— -192.30  4 

110023 易方达医疗保健 -6.85  -8.55  —— —— -206.88  5 

213008 宝盈资源优选 -6.66  -10.91  0.73  1.49  -223.84  6 

200006 长城消费增值 -5.82  -7.37  -10.02  -8.56  -230.50  7 

450009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

盘 
-7.69  -9.55  —— —— -232.94  8 

166009 中欧新动力股票 -7.65  -10.19    —— -238.95  9 

519670 银河行业优选 -5.78  -13.34  -7.09  29.95  -242.53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7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后 10 



                                  金融界--2011 年基金月度分析报告（第 10 期）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综合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161611 融通内需驱动 -20.90  -24.29  -27.08  -19.60  -825.15  1 

200010 长城双动力 -19.08  -23.87  -28.25  -19.60  -788.06  2 

690004 民生稳健成长 -16.93  -24.77  -30.86  —— -747.27  3 

310328 申万菱信新动力 -16.99  -23.69  -23.81  -17.93  -714.31  4 

410003 华富成长趋势 -15.97  -25.89  -22.82  -12.03  -708.81  5 

160613 鹏华创新 -18.21  -23.42  -19.70  -13.58  -708.53  6 

375010 上投中国优势 -19.44  -23.41  -13.55  -8.67  -696.76  7 

217010 招商大盘蓝筹 -16.25  -25.52  -20.86  -6.38  -692.33  8 

161609 融通动力先锋 -16.04  -20.66  -27.12  -19.37  -678.53  9 

150017 兴全合润 B -16.94  -23.58  -21.52  —— -678.31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3.2  开放式混合型基金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共有 163 只开放式混合型基金满足基金合同满 6 个月且尚未

退市的排名条件。2011 年 9 月，中证混合型基金指数大跌 8.73%，同期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8.11%，混合型基金本月跌幅也大于大盘。 

在本期收益能力排名中，广发聚祥保本排名榜首，交银保本排名第 2，汇添富保本位列

第 3，融通行业景气继续排名垫底。在 A股暴跌的情况下，保本基金的抗跌性凸显，排在混

合型基金的前列。入围前十的另外 7只基金分别是国泰金鹿保本、富国天源平衡、银华保本

增值、泰达宏利风险预算、南方避险增值、申万菱信盛利强化和建信保本。排名后十的另外

9只基金分别是广发大盘成长、泰信先行策略、中海能源策略、华夏稳增、宝盈核心优势、

国联安德盛小盘、民生蓝筹、华富竞争力优选、华富策略精选。 

从不同期限的表现情况来看，在近 3 个月的收益率排名中，广发聚祥保本排名第一，国

泰金鹿保本和交银保本分列二三；在近 6 个月的收益率排名中，前三名分别是泰达宏利风险

预算、广发聚祥保本和汇添富保本；在近 12 个月的收益率排名中，前三名分别是富国天源

平衡、华夏策略精选和南方避险增值。 

图表 8  开放式混合型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前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金融界--2011 年基金月度分析报告（第 10 期） 

11 
 

270024 广发聚祥保本 -0.70  -0.80  —— —— -19.69  1 

519697 交银保本 -0.94  -1.49  -0.68  6.67  -26.48  2 

470018 汇添富保本 -1.09  -0.90  —— —— -27.41  3 

020018 国泰金鹿保本 -0.80  -1.09  -1.00  -1.54  -30.18  4 

100016 富国天源平衡 -2.42  -4.33  6.57  25.14  -33.32  5 

180002 银华保本增值 -1.09  -0.96  -1.12  -13.63  -48.38  6 

162205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 -2.66  -0.74  -0.62  0.32  -55.40  7 

202202 南方避险增值 -2.96  -3.57  2.73  8.60  -65.79  8 

310318 申万菱信盛利强化 -2.79  -3.52  -5.02  -0.32  -104.91  9 

530012 建信保本 -4.07  -3.98  —— —— -109.89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9  开放式混合型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后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

力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 12 个月 近 24 个月 

161606 融通行业景气 -22.80  -27.42  -25.10  -19.11  -895.21  1 

270007 广发大盘成长 -19.16  -27.72  -24.92  -13.50  -812.44  2 

290002 泰信先行策略 -14.16  -21.82  -25.67  -19.70  -647.02  3 

398021 中海能源策略 -16.15  -21.80  -18.72  -11.33  -637.92  4 

519029 华夏稳增 -15.42  -20.78  -24.52  -5.89  -635.95  5 

213006 宝盈核心优势 -15.61  -21.36  -19.39  -16.14  -631.19  6 

257010 国联安德盛小盘 -14.89  -20.88  -11.98  -7.34  -562.63  7 

690001 民生蓝筹 -12.82  -17.88  -24.87  -14.98  -562.56  8 

410001 华富竞争力优选 -10.93  -21.79  -18.79  -18.17  -543.69  9 

410006 华富策略精选 -12.01  -22.05  -14.94  -11.21  -539.17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3.3  开放式债券型基金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共有 162 只开放式债券型基金满足基金合同满 6 个月且没有

退市的排名条件。2011 年 9 月，中证债券型基金指数下跌 2.75%，同期中债综合指数上涨

0.52%，债基跌势延续。 

在收益能力排名中，多利优先本月位居榜首，天弘添利 A 和嘉实超短债分别位列第 2

和第 3位，而多利进取则排名垫底。入围前十的另外 7只基金分别是光大保德信增利 A、光

大保德信增利 C、申万菱信稳益宝、广发增强债券、嘉实稳固收益债券、诺安优化债券和工

银瑞信双利 A。排名后十的另外 9只基金分别是博时信用 C、博时信用 A/B、博时转债 C、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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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稳健双利 B、博时转债 A、华商稳健双利 A、天治稳健双盈、富国可转债、国泰金龙债券 C。 

在收益率单项排名中，多利优先在近 3个月和近 6个月的收益率排名中均位居第一，天

弘添利 A和嘉实超短债均分列二三；在近 12个月的收益率排名中，光大保德信增利 A位居

第一，光大保德信增利 C和建信稳定增利分列二三。 

图表 10  开放式债券型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前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150032 多利优先 1.24  2.59  —— —— 45.62  1 

164207 天弘添利 A 1.07  2.06  —— —— 37.67  2 

070009 嘉实超短债 0.31  0.84  1.88  3.82  25.29  3 

360008 光大保德信增利 A -1.08  -0.30  2.99  13.40  4.68  4 

360009 光大保德信增利 C -1.08  -0.40  2.40  12.24  0.10  5 

310508 申万菱信稳益宝 -0.30  -0.10  —— —— -6.06  6 

270009 广发增强债券 -1.07  -0.63  1.60  7.97  -9.43  7 

070020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 -0.51  -0.61  -1.70  —— -21.79  8 

320004 诺安优化债券 -1.35  -1.63  0.12  13.41  -24.98  9 

485111 工银瑞信双利 A -0.80  -1.49  -0.90  —— -31.97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11  开放式债券型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后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150033 多利进取 -18.55  -24.24  —— —— -616.70  1 

050111 博时信用 C -13.90  -14.15  -13.31  -3.64  -466.78  2 

050011 博时信用 A/B -13.79  -13.96  -12.97  -2.91  -460.03  3 

050119 博时转债 C -14.05  -14.83  —— —— -412.58  4 

630107 华商稳健双利 B -12.75  -12.32  -11.62  —— -411.54  5 

050019 博时转债 A -13.93  -14.61  —— —— -407.60  6 

630007 华商稳健双利 A -12.70  -12.18  -11.22  —— -407.19  7 

350006 天治稳健双盈 -10.80  -12.85  -12.67  -8.87  -394.71  8 

100051 富国可转债 -12.47  -14.04  —— —— -372.68  9 

020012 国泰金龙债券 C -10.14  -11.33  -6.78  1.96  -325.72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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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开放式指数型基金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共有开放式指数型基金 109 只满足基金合同满 6 个月且尚未

退市的排名条件。 

在本期收益能力排名中，国联安双禧 A排名首位，位列第 2和第 3位的分别是银华稳进

和银华金利，而银华鑫利则排名垫底。入围前十的另外 7只基金分别是信诚中证 500指数 A、

申万深成收益、国投瑞银中证消费、招商上证消费 80ETF联接、招商上证消费 80ETF、万家

中证红利和大成深证成长 40 联接。排名后十的另外 9 只基金分别是申万深成进取、银华锐

进、国联安双禧 B、信诚中证 500指数 B、银华道琼斯 88、交银上证 180 公司治理 ETF、鹏

华中证 500、易方达上证中盘 ETF 和南方中证 500。 

从不同期限来看，在近 3个月收益率的排名中，银华金利排名首位，银华稳进和信诚中

证 500指数 A分别位居第 2和第 3；在近 6个月收益率排名中，仍是银华金利排名首位，信

诚中证 500 指数 A 和银华稳进分别位居第 2 和第 3；在近 12 个月收益率排名中，国联安双

禧 A排名首位，银华稳进和富国天鼎分别排名第 2和第 3。 

图表 12 开放式指数型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前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

力得分 

排

名 代码 近3个月 近6个月 近 12 个月 近 24 个月 

150012 国联安双禧 A 1.40  2.75  5.65  —— 73.28  1 

150018 银华稳进 1.46  2.86  5.04  —— 72.75  2 

150030 银华金利 1.67  3.29  —— —— 59.37  3 

150028 信诚中证 500 指数 A 1.46  3.08  —— —— 53.90  4 

150022 申万深成收益 1.36  2.86  —— —— 50.13  5 

161213 国投瑞银中证消费 -9.80  -14.01  —— —— -320.89  6 

217017 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联接 -10.32  -15.24  —— —— -344.72  7 

510150 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10.82  -15.86  —— —— -361.25  8 

161907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 -13.68  -11.21  —— —— -365.30  9 

090012 大成深证成长 40 联接 -11.17  -15.65  —— —— -365.61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13 开放式指数型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后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得分 

排

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 24 个月 

150031 银华鑫利 -35.53  -43.96  —— —— -1305.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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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23 申万深成进取 -35.67  -41.52  —— —— -1267.81  2 

150019 银华锐进 -29.53  -36.79  -29.70  —— -1188.08  3 

150013 国联安双禧 B -25.30  -30.57  -21.94  —— -953.93  4 

150029 信诚中证 500 指数 B -20.45  -31.10  —— —— -748.14  5 

180003 银华道琼斯 88 -13.71  -20.05  -22.90  -23.74  -606.35  6 

510010 
交银上证180公司治

理 ETF 
-16.09  -20.23  -11.50  -29.76  -606.16  7 

160616 鹏华中证 500 -15.27  -22.19  -17.01  —— -603.24  8 

510130 易方达上证中盘 ETF -16.16  -22.30  -12.45  —— -599.82  9 

160119 南方中证 500( -15.10  -21.92  -16.77  1.85  -593.14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3.5  QDII 基金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共有 35 只 QDII 基金满足基金合同满 6 个月且尚未退市的排名

条件。2011 年 9 月，中证 ODII 基金指数大跌 10.01%，上证基金指数下跌 8.42%，QDII 基金

受外围股市下跌影响，本月跌幅仍很大。 

在本期收益能力排名中，诺安全球黄金继续排名第一，但受 9月大跌的影响收益率有所

下降；富国全球债券合长信美国标普 100分别排名第二、第三；嘉实 H股排名垫底。入围前

十的另外七只分别是国泰纳斯达克 100、华宝兴业成熟市场、银华抗通胀主题、中银全球策

略、鹏华环球、银华全球和大成标普 500。排名后十的另外九只基金分别是海富通中国海外、

华宝海外中国、易方达亚洲精选、上投亚太优势、华安香港精选、海富通大中华股票、国投

瑞银新兴市场、嘉实海外、南方全球精选。 

从不同期限的表现情况来看，在近 3 个月和近 6 个月的收益率排名中，诺安全球黄金均

排名第一；在近 12 个月的收益率排名中，国泰纳斯达克 100 排名第一。 

图表 14 QDII 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前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320013 诺安全球黄金 5.66  8.71  —— —— 174.20  1 

100050 富国全球债券 -5.96  -5.68  —— —— -160.95  2 

519981 长信美国标普 100 -14.09    —— —— -259.16  3 

160213 国泰纳斯达克 100 -9.26  -11.36  -0.43  —— -283.50  4 

241002 华宝兴业成熟市场 -11.18  -12.60  —— —— -331.61  5 

161815 银华抗通胀主题 -10.70  -16.91  —— —— -370.8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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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13 中银全球策略 -17.30  -16.72  —— —— -499.71  7 

206006 鹏华环球 -16.82  -18.73  —— —— -513.34  8 

183001 银华全球 -16.21  -17.72  -13.18  -9.32  -559.75  9 

96001 大成标普 500 -18.76  -19.90  —— —— -567.66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15 QDII 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后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160717 嘉实 H股 -29.48  -33.08  -37.46  —— -1182.13  1 

519601 海富通中国海外股 -28.83  -31.05  -20.90  -18.10  -1058.75  2 

241001 华宝海外中国 -28.43  -25.67  -26.88  -20.39  -1013.57  3 

118001 易方达亚洲精选 -27.26  -27.99  -24.74  —— -979.60  4 

377016 上投亚太优势 -25.86  -28.12  -24.27  -14.48  -962.89  5 

040018 华安香港精选 -25.67  -25.44  -28.27  —— -929.97  6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股票 -27.62  -31.62  —— —— -916.50  7 

161210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 -25.19  -26.57  -25.19  —— -915.63  8 

070012 嘉实海外 -24.09  -25.11  -26.75  -20.73  -905.65  9 

202801 南方全球精选 -24.47  -25.85  -21.85  -18.47  -893.00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3.6  封闭式基金 

报告期内，共有 52 只封闭式基金满足基金合同满 6个月且尚未退市的排名条件。2011

年 9 月，上证指数大跌 8.11%，晨星中国封闭式基金指数下跌 8.43%，封闭式基金本月也是

大跌收场。 

在收益能力排名中，前三名分别是长盛同庆 A、国泰优先和富国汇利 A；而国投瑞银瑞

福进取则排名垫底。入围前十的另外 7 只基金分别是大成景丰 A、国投瑞银双债 A、银华信

用债券封闭、富国天丰、鹏华丰润债券封闭、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和工银四季收益。排名后

十的另外 9 只基金分别是大成景丰 B、长盛同庆 B、国泰进取、基金通乾、富国汇利 B、大

成优选、基金开元、基金同益和基金久嘉。 

从不同期限的表现情况来看，近 3个月、近 6个月、近 12个月收益率排名中国泰优先

均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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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封闭式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前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150006 长盛同庆 A 1.25  2.53  5.19  10.96  77.90  1 

150010 国泰优先 1.30  2.63  5.50  —— 69.77  2 

150020 富国汇利 A 0.97  1.86  3.89  —— 50.45  3 

150025 大成景丰 A 0.97  1.96  —— —— 35.17  4 

161216 国投瑞银双债 A -2.69  —— —— —— -46.52  5 

161813 银华信用债券封闭 -2.45  -2.17  0.47  —— -61.41  6 

161010 富国天丰 -3.57  -1.75  -0.65  18.80  -63.45  7 

160617 鹏华丰润债券封闭 -2.88  -2.21  —— —— -71.36  8 

161115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 -2.79  -2.50  —— —— -72.67  9 

164808 工银四季收益 -3.75  -2.42  —— —— -88.74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17 封闭式基金综合收益能力排名后 10 

基金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收益能力

得分 
排名 

代码 近 3 个月 近 6 个月 近12个月 近24个月 

150001 国投瑞银瑞福进取 -24.62  -36.36  -34.28  -22.50  -1122.42  1 

150026 大成景丰 B -30.58  -34.66  —— —— -1031.53  2 

150007 长盛同庆 B -24.56  -31.11  -24.24  -21.86  -983.36  3 

150011 国泰进取 -23.53  -27.71  -31.99  —— -933.85  4 

500038 基金通乾 -13.86  -21.21  -23.71  7.94  -590.74  5 

150021 富国汇利 B -17.53  -15.68  -16.28  —— -568.50  6 

150002 大成优选 -14.97  -20.92  -14.10  10.97  -555.76  7 

184688 基金开元 -17.03  -19.64  -5.57  0.75  -552.14  8 

184690 基金同益 -11.85  -19.09  -14.94  -7.31  -495.67  9 

184722 基金久嘉 -11.76  -16.63  -14.66  -1.00  -456.93  10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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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基金点评：新华优选成长 

4.1  基金简介 

图表 18 新华优选成长产品简介 

数据来源：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19 新华优选成长费率结构 

申购费率 

金额 费率 

M＜100 万 1.50% 

100万≤M＜200万 1.20% 

新华优选成长基金 

基金代码 519089 最新基金规模* 131,906.98万份   

投资类型 股票型 基金合同生效期 2008-7-25 

申赎状态 
申购：开放 

赎回：开放 
分红派息次数** 2 

投资目标 

在适度控制风险并保持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优选具有成长性

兼具品质保障的上市公司为主要投资对象，力争持续地超越业绩比

较基准，为投资者实现超额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选择具有成长性兼具品质保障的股票，

因此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主动投资管理策略。当然仅应用自下而上

的策略可能导致某行业股票集中度过高，行业配置不够分散，造成

组合非系统风险高。再考虑到国内系统风险高，因此有必要辅助以

适当的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策略进行调整。 

风险收益特征 
高风险高收益品种，预期风险和收益均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 

业绩比较基准 80%×沪深300指数+20%×上证国债指数 

基金管理人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数据截止日期是 2011 年 06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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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M＜500万 0.80% 

500万≤M 按笔收取，每笔 1000元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Y＜12月 0.50% 

12月≤Y＜24月 0.30% 

24月≤Y＜36月 0.10% 

36月≤Y 0 

管理费 

1.50% 

托管费 

0.25% 

数据来源：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20 新华优选成长基金经理简介 

职务 姓名 任职日期 性别 学历 

基金经理 王卫东 2008-7-25 男 硕士 

数据来源：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王卫东： 

副总经理，硕士。历任广东发展银行海南证券业务部经理，广发证券公司海南分部下辖

营业部经理，海口海甸岛营业部经理,资产管理部、投资自营部及投资理财部证券投资经理，

华龙证券公司投资理财部总经理，青岛海东青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投资总监,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新华中小市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4.2  规模变动 

新华优选成长基金成立于 2008 年，由明星基金经理王卫东管理，成立一年即以灵活的

投资风格引起市场关注，并一举取得了 2009 年股基排行第二的好成绩，引起了投资者的追

捧。2010 年在小盘股狂欢的情况下，该基金却一直坚持价值投资，使得业绩表现不是很突

出，也因此遭遇了大面积赎回的情况下。然而，坚持终究是有回报的，在今年的弱市中，新

华优选成长基金再度跻身股基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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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21  新华优选成长基金申购、赎回及总份额的变动 

4.3  业绩表现 

截止 2011 年 9月 8 日，在各期的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率排名中，新华优选成长最近一

月排名位居第 10 位，净值增长率 1.05%；今年以来排名位居第 22位，净值增长率-2.43%；

最近两年排名位居第 16位，净值增长率 18.55%，长短期收益均位于同类基金前列。在今年

股市剧烈下行中，股票型基金操作难度加大，能在其中保持前列不易。。 

图表 22  新华优选成长基金收益情况 

（数据日期：2011 年 9月 8 日） 

新华优选成长 

风险 

投资 单位 累计 累计净值增长率 

价值 净值 净值 最近一月 同类排名 
今年以

来 
同类排名 最近两年 同类排名 

高 高 1.6919 2.0919 1.05% 10 -2.43% 22 18.55% 16 

注：计入统计的股票型基金总计 377 只 

数据来源：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4.4  持仓情况 

新华优选成长基金二季度股票仓位 95.05%，仓位很高，这主要源于该基金对后面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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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看好。新华优选成长基金二季报认为，，三季度股市震荡回升将显得步履蹒跚，甚至一

波三折，但向上的趋势不变，也正因如此，该基金二季度末股票仓位较高。不过目前来看，

三季度股市表现依然不佳，但新华优选成长表现尚可，可以继续观察。 

图表 23  新华优选成长基金前十大重仓股 
（数据日期：2011 年 6月 30 日）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公允价值(万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0602 *ST金马 16,368.35 7.24 

2 600887 伊利股份 13,948.29 6.17 

3 002450 康得新 12,597.26 5.58 

4 600187 国中水务 11,592.00 5.13 

5 000629 攀钢钒钛 10,093.63 4.47 

6 600497 驰宏锌锗 9,823.61 4.35 

7 000712 锦龙股份 8,853.80 3.92 

8 600157 永泰能源 7,631.75 3.38 

9 600816 安信信托 7,472.78 3.31 

10 600461 洪城水业 6,941.40 3.07 

数据来源：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4.5  综合点评 

明星基金经理领航，长期业绩优异 

新华优选成长由明星基金经理王卫东领航，同时有稳定的投研团队支持，使得该基金在

管理方面比较成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新华优选成长基金成立一年即以灵活的投资风格

引起市场关注，并一举取得了 2009年股基排行第二的好成绩，引起了投资者的追捧。2010

年在小盘股狂欢的情况下，该基金却一直坚持价值投资，使得业绩表现不是很突出，也因此

遭遇了大面积赎回的情况下。然而，坚持终究是有回报的，在今年的弱市中，新华优选成长

基金再度跻身股基前列。 

截止 2011年 9月 8日，在各期的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率排名中，新华优选成长最近一

月排名位居第 10 位，净值增长率 1.05%；今年以来排名位居第 22位，净值增长率-2.43%；

最近两年排名位居第 16位，净值增长率 18.55%，长短期收益均位于同类基金前列。在今年

股市剧烈下行中，股票型基金操作难度加大，能在其中保持前列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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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金分红 

2011 年 9 月，分红基金数量较 8 月份增加 3 只，有 5 只开放式基金（不包括货币型基

金）进行了分红。其中股票型基金 1只，混合型基金 4只。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24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9 月基金每月累计分红只数 

从分红金额来看，2011 年 8月份基金的分红总金额较 8月份有所增加，为 11.24亿元，

较 8月份增加 10.65亿元。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25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9 月各类型基金分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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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金发行 

2011年 9月共成立基金 29 只，较 8月份增加 12只，其中股票型基金成立 20只，混合

型基金成立 1只，债券型基金成立 8只。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26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9 月各类型基金成立只数 

从基金募集规模来看，2011年 9月份开放式基金共募集 193.72亿元，较 8月份增加 3.95

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募集 128.86亿元，混合型基金募集 10.32亿元，债券型基金募集 54.54

亿元。 

b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由金融界网站-金融产品研究中心整理 

图表 27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9 月各类型基金募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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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名词解释 

公开市场操作： 

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中央银行

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BP（Base Point）： 

基点。多用在收益率，增长率的描述和描图的坐标中。例如上涨 30bp，指上涨

30%的 1/100 。也就是 30 的万分之一。 

SHIBOR： 

2007 年 1 月 4 日，SHIBOR 开始正式运行。全称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 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 SHIBOR），被称为中国的 LIBOR（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希望培养的基准利

率体系。 

Shibor 是由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报价团自主报出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计

算确定的算术平均利率，是单利、无担保、批发性利率。目前，对社会公布的 Shibor

品种包括隔夜、1 周、2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9 个月及 1 年。 

Shibor 报价银行是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或外汇市场做市商，在中国货币市场上人

民币交易相对活跃、信息披露比较充分的银行。每个交易日根据各报价行的报价，剔

除最高、最低各 2 家报价，对其余报价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后，得出每一期限品种的

Shibor，并于 11:30 对外发布。 

股票型基金： 

是指６０％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基金。目前我国市面上除股票型基金外，还有

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是指８０％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基金，在国内，

投资对象主要是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是指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

http://baike.baidu.com/view/797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45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6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3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2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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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资产主要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

企业债券、同业存款等短期有价证券。这三种基金的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股票型基金、

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但从风险系数看，股票型基金远高于其他两种基金。 

债券型基金(Bond Fund)： 

是以国债、金融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称为债券型基金，因为

其投资的产品收益比较稳定，又被称为“固定受益基金”。根据投资股票的比例不同，债券

型基金又可分为纯债券型基金与偏债劵型基金。两者的区别在于，纯债型基金不投资股票，

而偏债型基金可以投资少量的股票。偏债型基金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股票市场走势灵活地进

行资产配置，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分享股票市场带来的机会。 

混合型基金： 

是指投资于股票、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且不符合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

分类标准。根据股票、债券投资比例以及投资策略的不同，混合型基金又可以分为偏股性基

金、偏债型基金、配置型基金等多种类型。 

QDII： 

是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的首字缩

写。它是在一国境内设立，经该国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境外证券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

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和 QFII 一样，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

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开放式基金： 

包括一般开放式基金和特殊的开放式基金。特殊的开放式基金就是 LOF,英文全称是

“Listed Open-Ended Fund” 或“open-end funds”，汉语称为“上市型开放式基金”。也

就是上市型开放式基金发行结束后，投资者既可以在指定网点申购与赎回基金份额，也可以

在交易所买卖该基金。 

封闭式基金(close-end funds)： 

是指基金的发起人在设立基金时，限定了基金单位的发行总额，筹足总额后，基金即宣

告成立，并进行封闭，在一定时期内不再接受新的投资。基金单位的流通采取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办法，投资者日后买卖基金单位，都必须通过证券经纪商在二级市场上进行竞价交易。 

指数基金(Index Fund)： 

顾名思义就是以指数成份股为投资对象的基金，即通过购买一部分或全部的某指数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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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股票，来构建指数基金的投资组合，目的就是使这个投资组合的变动趋势与该指数相一

致，以取得与指数大致相同的收益率。指数型基金是指基金的操作按所选定指数(例如美国

标准普尔 500 指数（Standard&Poor's 500 index），日本日经 225 指数，台湾加权股价指数

等)的成份股在指数所占的比重，选择同样的资产配置模式投资，以获取和大盘同步的获利。 

短期融资券： 

是由企业发行的无担保短期本票。在我国，短期融资券是指企业依照《短期融资券管理

办法》的条件和程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

券，是企业筹措短期（1年以内）资金的直接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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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单只基金收益能力排名测算模型 

一、 单只基金收益能力排名计算模型介绍 

单只基金收益能力排名是对基金产品期限参量包含 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

月的收益率进行排序，期限排名进行加权平均，对近期基金产品收益表现设置较高权重，进

而更加客观公正展现基金产品的收益情况。将基金产品进行分类，分为开放式股票基金，开

放式混合基金，开放式债券基金，开放式货币基金，开放式指数基金 QDII基金，和封闭式

基金。 

统计区间：2008 年 1月～2009年 12月 

计算基金在 2008 年 1月的收益率时，需要 2007年 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复权单位净值，

因此，数据区间为 2007年 12月～2009年 12月，月底复权单位净值、一般的月收益率、对

数月收益率的符号设定及定义如下表所示：  

月份 09年 12 月 09年 11月 … 08年 1月 07年 12月 

月底复权单位净值 
1V  2V  

… 
24V  25V  

一般的月收益率 
1

1
2

1Va
V

= −  2
2

3

1Va
V

= −  

… 
24

24
25

1Va
V

= −  
 

对数月收益率 
1

1
2

ln Vr
V

 
=  

 
 2

2
3

ln Vr
V

 
=  

 
 

… 
24

24
25

ln Vr
V

 
=  

 
 

 

 

二、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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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12 24

1 16 9 4
30

R R R R R= + + +  

公式说明： 

1、 
3

R 、
6

R 、
12

R 、
24

R 分别是近 3、6、12、24个月的对数收益率。 

2、 系数 16、9、4、1分别是最近 3、6、12、24个月的对数收益率权重。 

3、 其中 16+9+4+1=30，是归一化因子。 

4、 期限选择：2008 年 1月～2009年 12月。 

三、模型建立推导原理 

1、算术月平均收益率 

1 2 24
24

1
24

1 1

1
24
1 ( 1)
24

i
i

i

i i

a a a a

a

V
V

=

= +

= + + +

=

= −

∑

∑



 

存在的问题：假设 A1=0.8   A2=0.1    A3=1 

这两个月的平均收益率是：（-0.9+7）/2=305% 

但是其单位净值却缩水了 0.2，这说明算术平均收益率不能反映真实的收益情况。 

2、几何月平均收益率 

1
24

1

25

1Va
V
 

′ = − 
 

 

 几何月平均收益率不会出现算术平均收益率的问题。 

3、对数平均月收益率 



                                  金融界--2011 年基金月度分析报告（第 10 期） 

28 
 

( )1 2 24

1 2 24

2 3 25

1

25

1
24

1 ln ln ln
24
1 ln
24

r r r r

V V V
V V V

V
V

= + + +

 
= + + + 

 

=




 

对数平均月收益率与几何月平均收益率是等价的： 

1

25

1 ln ln
24

Vr a
V

′= =  

从上面的等式中可以看出， r 与 a′是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而且二者是同向变化的，

所以它们在描述问题时是等价。采用对数收益率易于权重分析。 

一、 对数加权月平均收益率 

统计周期 3、6、12、24 个月的对数加权月收益率分别为：

 

1
3

4

ln VR
V

=

 

1
6

7

ln VR
V

=

 
1

12
13

ln VR
V

=

 

1
24

25

ln VR
V

=

 
分别对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对数收益率设置权重：16/30、9/30、4/30、1/30，

求和得到综合收益率。 

( )3 6 12 24

1 16 9 4
30

R R R R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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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证监会规定，基金排名的条件是基金合同生效超过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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