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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分红总额同比超七成  债基市

场表现最活跃 

  2017 年可谓公募基金的丰收年，数千只基金产品中

九成获得正收益，这也让基民在今年分享到了公募基金

的经营成果。Wind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公募基金

分红同比超过七成，其中，债券型基金分红更为积极，

从分红数量上来看占据了半壁江山。 

  截至 6 月 18 日，公募基金共分红 999 次，涉及 753

只产品，与之相比，去年同期有 435 只基金合计分红 571

次。分红总额也从去年同期的 238.58 亿元升至 410.67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七成，达到 72.13%。 

  在 753 只参与分红的基金中，债券型基金达到了

409 只。目前债券型基金分红金额为 174.23 亿元，其中，

大体量的机构定制基金成为分红主力。分红金额最高的

债券型基金银睿享定期开放债券就是一只规模超过 200

亿元的委外机构定制化基金产品，该基金分红金额为

6.27 亿元。2017 年年报数据显示，该基金机构投资者占

比近 100%。 

  同样，在今年一季度末规模超百亿元的债券型基金

招商招盛纯债 A 份额、汇添富长添利定期开放债券 A

份额、中银证券安进债券 A 份额、万家鑫安纯债 A 份

额等基金也选择了分红，分红金额分别为 4.51 亿元、4.2

亿元、4.1 亿元、3.97 亿元，2017 年年报数据显示，上

述产品投资者结构中均为机构投资者。 

  此外，受股票市场羸弱影响，股票型基金分红数量

仅有 89 次，分红金额为 128.32 亿元。其中，博时裕嘉

三个月今年以来共有 6 次分红，频率最高；信诚惠泽、

博时裕盈三个月、博时华盈纯债、博时民丰纯债 A 分红

次数排名较靠前。 

  在股票型基金中，博时上证企债 30ETF 分红最为慷

慨，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红 1127.9 元，博时主题行业派

现手笔最大，分红总额为 18.52 亿元。此外，易方达积

极成长、东方红睿华沪港深、东证睿华分红总额排名均

居前列。 

昨日国内行情回顾 

指数名称 收盘 幅度（%） 

上证指数 3021.90 -0.73 

深证成指 9943.13 -1.40 

沪深 300 3753.43 -0.53 

上证国债指数 164.90 0.04 

http://www.abc-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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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基金密集分红，有基金公司人士表示，2017

年基金业绩较好，积累了较多利润，基金分红金额增多

很可能是兑现了年度收益。另外，今年以来股票市场行

情震荡下行，公司为了吸引新的投资者加入，会选择分

红的方式来降低基金净值，让投资者以更低的净值“便

宜”买入，投资者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对于已持有的部

分投资者来说，选择赎回净值偏高的基金，有利于降低

部分资金赎回压力，也有利于基金的再营销和对新资金

的吸引。 

  所谓基金分红，是指基金将收益的一部分以现金形

式派发给投资人，这部分收益原来就是基金单位净值的

一部分。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基

金管理公司必须以现金形式分配至少 90%的基金净收

益，并且每年至少一次，不过并非越多越好。某基金研

究员解释，分红的本质是将基金资产的一部分返还给投

资者，是在基金份额和现金之间“切蛋糕”。只要蛋糕

（总资产）是确定的，无论如何分，蛋糕总量不会变化，

基金分红并不是衡量基金业绩的最大标准，衡量基金业

绩的最大标准是基金净值的增长，而分红只不过是基金

净值增长的兑现而已。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 

 

 

 

 央行负责人：将实施稳健中性货币

政策 应对外部冲击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稳

定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18 日表示，当前金融市

场流动性合理稳定，经济金融运行平稳。   

  总体看，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

增长，市场利率基本平稳，综合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所

下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为服务实

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适度。从 M2 和

信贷增速看，2018 年 5 月末，M2 同比增长 8.3%，增速

比 2017 年末上升 0.2 个百分点，实体流动性整体趋于稳

定。5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 万亿元，同比多增 405

亿元，小微、涉农领域贷款投放加快。从社会融资规模

增长看，1—5 月份增量 7.9 万亿元，同比少增 1.44 万亿

元，5 月末同比增长 10.3%，主要是强监管、去杠杆政

策效应逐步发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及未贴现银行承

兑汇票等表外融资有所下降，债券市场融资有所减少。

综合考虑季节波动、资产证券化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

社会融资增长总体比较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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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金融市场利率企稳。目前，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已从去年底的接近 4%下降到 3.6%左右。2018 年 5 月，

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

为 2.72%、2.82%，比上年同期低 0.16 和 0.11 个百分点，

年初以来累计下降 0.20 和 0.29 个百分点。 

  三是债券市场风险总体可控。今年以来，债券发行

融资同比回暖，市场利率水平整体呈现下行趋势，尽管

出现了一些实质性违约事件，但近期新增违约总体呈点

状分布，未呈现风险集中的趋势，是加强市场纪律、有

序打破刚性兑付的体现，债券违约率总体水平不高。 

  该负责人说，人民银行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

策，加强形势预判和预调微调，加强监管政策协调，把

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加大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支

持力度，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

架，积极有效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稳定市场预期，维

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不动产登记联网等政策密集发布预

示房地产将“变天” 

  政策密集预示房地产将“变天” 

  最近一段时间，房地产相关新政的发布与实施可谓

相当密集，预示着重大转变正在开始。 

  自然资源部 6 月 16 日发布消息称，全国统一的不

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已实现全国联网，不动产登

记体系进入到全面运行阶段。这意味着，2007 年物权法

颁布时提出的“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在

经过将近 11 年的努力后，终于真正实现。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对中国经济贡献

巨大，但在这两三年最近一轮房价上涨后，房价高企的

现状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的负面影响，包括高房价

抑制国内消费、抬高居民债务杠杆以及让年轻人无望

等，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而且当前需要的改变，

不再是此前多次提到的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那么简单，而

是深层次的改变。 

  此番正式实施不动产全国联网意义重大，作用也很

多，就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而言，抑制炒作和为房

地产税的开征提供基础数据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全国联网首先会让楼市变得空前透明，让各级决策

部门对楼市有更全面、准确的认识，至于炒房客，在境

内拥有多少套房子，也可以瞬间统计出来。因此，未来

监管部门就能够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更好地因

城施策，抑制过度炒作。 

  讨论已久的房地产税以此为契机可能渐行渐近，财

政部相关负责人此前直言，房地产税制改革至今未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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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原因是涉及大量利益调整，下一步将“义无反顾”

推进改革。可以说，除了可以抑制房价炒作外，房地产

税另一个大的作用就是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多了一

个稳定的税收收入来源。 

  但从中国国情来看，征收房地产税大概率会给出一

定标准的豁免额度，显然在多个城市拥有多套房产的

人，不可能全部豁免，比如一人在北上广深四地都拥有

一套住宅，不能每套都享受免征房地产税的优惠。而不

动产登记信息全国联网的正式实施，为房地产税开征提

供了基础信息。 

  如果说实施不动产全国联网针对的是存量住房，那

么对于象征增量的住宅用地供应，也正在被掌握。 

  自然资源部近期向地方下发函件，要求上报住宅用

地总面积，以及 2008 年来的住宅用地供应情况，同时

还要求上报住宅用地多主体供应的典型案例，以及集体

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项目统计。同时也派出调研

组赴地方开展住宅用地供应制度改革调研，了解地方探

索推进多主体供地的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 

  除了中央部门主导的改革外，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

房产新政。6 月 5 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文明确

未来 18 年（2018 年至 2035 年）的住房发展目标，调整

了住房供应结构和比例，明确了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

房、公共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 60%左右，其

中出租和出售的住房各占 50%左右。 

  60%这一比例引发广泛关注。实际上，最近一年多

以来，十几个一二线城市陆续发布了购租并举和发展租

赁住房的举措，只是不及深圳力度之大。如北京提出五

年内提供 50 万套租赁住房，兼顾刚需购房人群和“新

北京人”住房需求，上海去年以来连续在主城区公开出

让多幅租赁住房用地，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将

新增租赁住房 70 万套等。 

  一言以蔽之，从中央到地方近期出台和实施与房地

产相关的新政来看，中国经济摆脱房地产的依赖已成共

识，包括调控、供应等制度的完善，目的都是减少高房

价既成事实的负面影响。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新手如何迈出投资基金第一步？ 

对于没有投资经验，或者投资经验缺乏的新手来

说，可以选择定期定额的方式投资基金。特别是对于花

费较高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类似于“强制储蓄”的投资

方式可以帮助您养成投资的良好习惯，也是踏出理财的

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