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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养老目标基金潜在需求  基金

公司布局债券指数基金 

  待批养老目标基金已经接近 50 只。作为以低风险

投资为主的养老目标基金，大规模配置国内业绩优异的

主动债券基金，会面临限制大额申购或者暂停申购的问

题，这或为债券指数基金带来了发展空间。部分基金公

司看到其中机会，开始布局债券指数型基金。 

  基金公司布局 

  债券指数基金 

  近年来，被动型债券基金受到基金公司关注，布局

热情不断升温。 

  截至 5 月 27 日，今年以来，共有华夏 3-5 年中高级

可质押信用债 ETF 等 6 只债券指数基金成立。大型基金

公司是布局债券指数基金的主力，广发基金分别发行了

广发上证 10 年期国债 ETF、广发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

券指数两只基金，华夏基金则在今年 5 月初成立了华夏

3-5 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 ETF 及其联接基金。 

  排队等候批文的基金中，也出现多只债券指数基金

身影，华富中证 5年恒定久期国开债 ETF、中银中债 7-10

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基金、平安大华中证 5-10 年期国债

活跃 ETF、海富通中证短融 ETF4 只债券指数基金均在

走审批流程。除此之外，海富通上证 10 年期地方政府

债已在今年 1 月获批，目前仍待发行。 

  最近两年，基金公司布局债券指数基金热情提高，

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新成立的债券指数基金均有 10

只，跟踪指数标的也不仅局限在国债及信用债，金融债、

周期产业债、国开行债均有相关的债券指数基金出炉。 

  瞄准养老目标基金机会 

  随着布局债券类指数基金热情升温，基金公司人士

表示看好未来养老目标基金出炉带来的发展机遇。 

  “目前待批养老目标基金已将近 50 只，这类基金

投资风格偏稳健，配置上以债券及货币基金为主，市场

上业绩优异的主动型债券基金数量有限，大规模配置会

面临限购或暂停申购的问题。从这一角度上看，债券类

昨日国内行情回顾 

指数名称 收盘 幅度（%） 

上证指数 3135.08 -0.20 

深证成指 10465.54 0.17 

沪深 300 3833.26 0.44 

上证国债指数 164.65 0.05 

http://www.abc-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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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基金或有发展机会。”一位基金公司人士透露了公

司加大布局债券指数基金的原因。 

  不过也有基金公司人士对债券指数基金的未来前

景持有不确定的心态。“个人投资者买债券指数基金热

情一直不高，之前布局债券指数基金是瞄准机构客户，

但目前看来机构投资者直接购买债券也很方便，并没有

太多申购债券指数基金的需求。”一位基金公司人士称

未来会关注养老目标基金能否为债券指数基金带来增

量资金。 

  上海一位拟任养老目标基金的基金经理也指出，养

老目标 FOF 配置债券指数基金会面临问题。“与主动投

资债券基金相比，养老目标基金配置债券指数基金不能

加杠杆，会导致长期收益比较一般，这也是养老目标基

金投资债券指数基金的疑虑所在。” 

（文章来源：中国基金报） 

 

 

 

 个税法修订有望今年进入立法程序 

  导读 

  “个税改革方案会是个一揽子工程，部分收入综合

纳税，可能会涉及到税率的调整；综合征管模式，还会

涉及到个人自行申报的问题。至于个税改革何时落地，

要看立法进程和社会期待。” 

  5 月 2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在会议上强调，要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促进农民多渠道增收。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

与分类相结合的税收制度。支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

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消费需求。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从权威渠道获悉，有关方

面正在积极研究制定个税改革方案，个税法修订案有望

较快进入立法程序。 

  目标为扩内需？ 

  个税综合与分类的改革，已经提出有十余年，外界

期待已久。 

  “个税改革有望今年进入相关立法程序，这次会进

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哪些收入进入综合所得还

需要讨论。个税改革方案会是个一揽子工程，部分收入

综合纳税，可能会涉及税率的调整；综合征管模式，还

会涉及个人自行申报的问题。至于个税改革何时落地，

要看立法进程和社会期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

文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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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前背景看，个税改革的加快推进，与中央“扩

内需”的要求直接相关。 

  今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

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首先要全力

打好“三大攻坚战”，同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

不变，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

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

运行。 

  “持续扩大内需”的信号，引发市场关注。有关部

门确实在积极部署扩大内需的政策。4 月 23 日至 24 日，

商务部召开贯彻落实“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工作会议，

安排 2018 年消费升级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提出在中高

端消费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等。 

  4 月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陈因在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将推动信息消费扩大升级，制定发布信息消

费发展指南等。 

  今年已经推出的进一步扩大进口的举措，包括降低

部分日用消费品、药品、汽车等进口关税等，无疑也将

扩大内需。 

  较普遍的分析认为此次“扩内需”将区别于之前靠

基建、房地产拉动的思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

雷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次扩内需有望显现

结构性特征，重点可能在扩大制造业投资、提振消费，

以及减轻企业负担和增加居民收入。 

  5 月 25 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促

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促进农民多渠道增收。深化个人

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收制度。支持

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

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消费需求。 

  个税改革作为其中一环，国务院今年早有部署。全

国两会上，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

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财政部时任副部长史耀斌还指出，今年还将改善个

税征税模式，将从现在的分类征收的模式，转化为“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未来可能将劳动所得，包括

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综

合收入后，再确定起征点，这样能更好地体现个税调节

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效应。 

  如何看 4 月需求低于预期 

  收入分配结构的改革，有利于扩大消费。 

  李克强在 5 月 25 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要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本届政

府肩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定职责，要确保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断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

力在保持中高速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保持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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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4月数据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回升，

而服务业生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投资增速有

所回落。此外，就业形势向好，4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和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回到了 5%以下。 

  对于 4 月份数据分析研判，各方有分歧。4 月份消

费、投资数据的回落，尤其是消费数据低于市场预期，

一些市场机构直言，4 月份需求端比较疲软，显示经济

有下行压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判断经济形势

尤其判断短期经济形势的时候，参照系要多元、多角度

一些，不要只盯着一个月的变动，要从更长的趋势来分

析。4 月份经济总体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就业形势向好充分证明宏观形势基本平稳，新动能对经

济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保持较快

增长反映效益提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消费状

况，服务在消费中占比逐渐提高、网购数据统计不充分

等，使得真实消费数据被低估。4 月份工业品库存在下

降等，反映出 4 月份消费不可能那么低。”国家信息中

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

者表示，我国 GDP 增速换挡，会带来国民收入增速换

挡，自然会影响消费增速。要保证消费，需要在收入分

配结构上做文章，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两级分化

的状况，还要加强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来

保障低收入群体。 

  他进一步表示，4 月份数据有些新的信号，需求面

相对疲软，供给面还不错。金融秩序整顿使得中小企业

融资成本上扬，地方债务整顿使得地方财政支出有所收

缩等，对需求有一定影响。 

  刘元春表示，“我们判断，需求疲软是中期现象，

可能会延续到明年年中。不是简单利用短期政策对冲就

能消除的。当前就业形势良好，改革产物在良性可控范

围内，在强调底线管理基础上，重点仍应放在调结构和

改革上”。 

（文章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天津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 10% 有

中介表示或继续上调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发现，天津地区首套

房贷款利率今年以来一直比较平稳，绝大多数银行执行

基准利率上浮 5%-10%的标准，放款周期一般为一个月。 

  不过，有房产中介表示，未来不排除贷款利率继续

上调的可能。 

  首套房贷款利率 



vip 

客服电话：4006895599 公司网址：www.abc-ca.com 客服邮箱：service@abc-ca.com.cn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 9 号农银大厦 50 层               邮编：200120 

 
 

  上浮 10%为主流 

  《证券日报》记者以购房者身份咨询了天津市和平

区某房产中介。房产经纪人告诉本报记者：“从去年年

底到现在，天津首套房贷款利率没有太大变化，多数银

行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5%-10%的标准。目前和我们公司

合作的银行中，有 3 家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 5%，

分别是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上述经纪人还表示：“和平区、南开区集中了优质

的学校资源，近期附近的二手房价格已经开始上涨。不

少业主都把总价调高了 10 万元-20 万元，并且没有议价

空间。” 

  在另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理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目前公司合作的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多数执行基

准利率上浮 10%的标准，仅有 2-3 家上浮 5%的银行。

批贷时间一般为 7-10 个工作日，放款周期一般为一个

月。” 

  同时，他还表示：“最近在天津买房的客户大多是

为了子女上学准备，成交量有所上涨，几乎没有议价空

间。” 

  《证券日报》记者联系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天津

地区二手房问询量以及成交量均出现明显增长。在咨询

过程中，本报记者还遇到了个别经纪人以“不排除贷款

利率上浮”等原因催促记者尽快看房。 

  根据融 360 监测，2018 年 4 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 5.56%，相当于基准利率的 1.135 倍，环比 3

月份上升 0.91%，同比去年 4 月份的平均利率（4.52%）

上升了 23.01%。2018 年 4 月份，天津本期首套房贷款

利率平均值为 5.53%，相当于基准利率的 1.129 倍。整

体来看，天津目前的利率水平略低于全国均值。 

  融 360 发布的截至 5 月 28 日的数据显示，在 14 家

天津地区的银行中，2 家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为基准利率

上浮 5%，10 家银行为基准利率上浮 10%，1 家银行为

基准利率上浮 15%，1 家银行为基准利率上浮 30%。 

  购房者 

  仍以本地居民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据本报记者了解，虽然天津公布了

人才引荐计划，但是，近期的购房意向主要还是来自于

当地居民。有天津市民表示，“考虑到人才进入天津后，

天津未来的发展潜力较大，现在是出手买房的好机会。” 

  具有上述想法的当地居民并非特例。《证券日报》

记者走访过程中遇到一位看房的客户对于天津，他对记

者坦言，“看房有一阵子了，原本一直等着价格降一降，

现在不等了。新落户的人太多了，买房的需求会增加。” 

  据链家研究院的数据显示，5 月 16 日以来，链家新

增带看量持续增长，其中 19 日、20 日周末两天，新增

带看量是平时周末的两倍，成交量是平时周末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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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据某房产经纪人介绍：“主要都是当地人在

买房。拿出真金白银购房以及透露出明显购房意向的客

户仍为天津当地市民以及原本就在天津当地工作的居

民居多。”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 

 

 

 

 基金每年都会分红吗？ 

基金并非每年都会分红，基金分红需要满足一定的

条件。根据规定，基金必须在有已实现收益的前提下才

能考虑分红，具体分红时遵循以下原则：如果基金投资

当期出现净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基金当年收益先

弥补上一年度亏损后，方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基金收

益分配后每基金单位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使满足分红

条件，是否分红还要视基金的投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