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股批量进入指数，

创业板股票持续增加

2015年中沪深300指数

的定期调样于6月15日正式

实施。 本次定期调样， 沪深

300指数更换了18只样本股，

其中5只券商股，如果再加上

正在与券商进行重组的东方

财富，合计6只券商及券商概

念股进入指数， 占了本次调

样数量的三分之一。 至此，目

前上市的23家券商中， 有22

家已进入沪深300指数，仅东

兴证券因上市时间不足未能

入选，最新的沪深300指数中

券商股的权重约为10.89%，

从四级行业上看， 仅次于银

行股的14.06%。 此外， 继上

次10只创业板股票进入指数

后，本次又有3只创业板股票

进入指数，加上5月临时调整

顶替退市的中国南车进入指

数的乐普医疗，沪深300指数

中创业板股票数量达到 14

只，合计权重约为3.73%。

本期调整后，金融地产行

业由于券商股的批量调入权

重略有上升，信息技术、工业

权重也有所上升， 而医药卫

生、可选消费等行业权重由于

市场表现略逊而有所下降，其

它行业权重基本保持平稳。

牛市中券商股批量进入沪深300

如何署名？？？

一、沪深300指数上半年全球领涨

1、2015年上半年沪深300指数运行概况

2015年上半年国际主要指数表现

2015年上半年沪深300行业走势分化

2015年上半年，沪深300指数延续了上一年度的牛市行情。 年初，沪深300指数经过短暂调整后，从3月份开始强势拉升，5月份突破 5000点，截至6月 12日，沪深 300指数今年上涨 50.98%，在全球主要指数中继续领涨。 在行业指数方面，沪深300指数 10个一级行业指数上半年全面上涨，8个行业涨幅过半。 从具体表现来看，行业轮动现象较为显著。 上一年度表现优异的金融地产、公用事业行业近半年表现欠佳，尤其金融地产行业涨幅远低于沪深 300指数。 同时，上年度表现垫底的信息技术、医药卫生等行业迎来了补涨行情。

沪深300指数样本分布：中国平安仍为最大权重股

截止到2015年 6月12日，沪深300指数前十大权重股及排名与半年前略有变化，第一大权重股仍为中国平安，权重为3.61%，中国中车首次进入十大权重股之列；前五大权重股权重合计为12.22%；前十大权重股权重合计为 19.56%，集中度有所下降。

2、沪深300走强导致指数股息率下降，估值水平显著提升

从2014年报来看，沪深 300指数样本股归属于A股的营业收入合计为173665亿元，占沪深A股的68.89%；净利润合计为 15939亿元，占沪深A股的83.95%；整体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3.34%，高于沪深A股整体11.24%的净资产收益率；最近一年的分红总额为4543亿元，占沪深A股的84.22%；近半年来，由于指数处于牛市上涨阶段，股息率继续下滑，最新沪深 300的股息率为1.56%。 总体来看，沪深300指数代表了沪深上市公司中财富创造和分红的主要群体。

从估值水平来看，截止到 6月12日，沪深 300指数的滚动市盈率为 20.1，较沪深A股总体水平低39.27%，市净率为2.7，较沪深A股低31.65%，较半年前均有显著上升。 而分行业来看，沪深 300指数10个一级行业中，金融地产、能源 、公用事业行业的估值水平仍处于所有行业中最低，而信息技术和电信业务等行业估值水平则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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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指数与全部A股估值水平对比（20150612）

沪深300行业滚动市盈率

二、沪深300指数产品数量和规模稳步增长，交易持续活跃

沪深300作为A股市场的核心指数，是目前追踪资产规模最大、产品数量最多的A股指数，上半年产品数量和规模都保持了稳步增长的趋势。

从国内市场来看，从2012年5月沪深300跨市场ETF成立至今，国内共有华泰柏瑞 、嘉实基金、华夏基金、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和鹏华基金开发的沪深300ETF产品 6只。 同时，以沪深300指数为投资标的的指数基金产品数量更是达到 37只。 截至2015年 6月上旬 ，国内沪深300被动型产品规模合计约1999.26亿元 ，规模较半年前增长近一倍，占整个被动型产品规模的比例为34.9%。

在海外市场，沪深 300指数产品数量和规模也继续保持增长 。 截至2015年5月末，海外市场沪深300ETF及联接基金产品共计 33只，资产规模约406.30亿元人民币。

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活跃度进一步上升。 2015年以来至 5月末，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单边成交量1.48亿手 ，成交金额180.67万亿元。

三、券商股批量进入指数，创业板股票持续增加

2015年中沪深 300指数的定期调样于6月15日正式实施。 本次定期调样，沪深300指数更换了18只样本股，其中 5只券商股，如果再加上正在与券商进行重组的东方财富，合计6只券商及券商概念股进入指数，占了本次调样数量的三分之一。 至此，目前上市的 23家券商中，有22家已进入沪深300指数，仅东兴证券因上市时间不足未能入选，最新的沪深300指数中券商股的权重约为10.89%，从四级行业上看，仅次于银行股的 14.06%。 此外，继上次10只创业板股票进入指数后，本次又有 3只创业板股票进入指数，加上5月临时调整顶替退市的中国南车进入指数的乐普医疗，沪深300指数中创业板股票数量达到 14只，合计权重约为 3.73%。

沪深300指数调样前后行业权重变化

本期调整后，金融地产行业由于券商股的批量调入权重略有上升，信息技术、工业权重也有所上升，而医药卫生、可选消费等行业权重由于市场表现略逊而有所下降，其它行业权重基本保持平稳。

沪深300指数本次调入样本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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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指数上半年全球领涨

2015年上半年

沪深300指数运行概况

2015年上半年，沪深300

指数延续了上一年度的牛市

行情。 年初，沪深300指数经

过短暂调整后，从3月份开始

强势拉升，5月份突破 5000

点，截至6月12日，沪深300

指数今年上涨50.98%，在全

球主要指数中继续领涨。 在

行业指数方面， 沪深300指

数 10个一级行业指数上半

年全面上涨，8个行业涨幅

过半。 从具体表现来看，行

业轮动现象较为显著。 上一

年度表现优异的金融地产、

公用事业行业近半年表现

欠佳，尤其金融地产行业涨

幅远低于沪深300指数。 同

时，上年度表现垫底的信息

技术、医药卫生等行业迎来

了补涨行情。

截止到2015年6月12日，

沪深300指数前十大权重股及

排名与半年前略有变化，第一

大权重股仍为中国平安，权重

为3.61%， 中国中车首次进入

十大权重股之列；前五大权重

股权重合计为12.22%；前十大

权重股权重合计为19.56%，集

中度有所下降。

沪深300走强导致指数股

息率下降，估值水平显著提升

从2014年报来看， 沪深

300指数样本股归属于A股的

营业收入合计为 173665亿

元，占沪深A股的68.89%；净

利润合计为15939亿元，占沪

深A股的83.95%； 整体净资

产收益率达到13.34%， 高于

沪深A股整体11.24%的净资

产收益率； 最近一年的分红

总额为4543亿元，占沪深A股

的84.22%；近半年来，由于指

数处于牛市上涨阶段， 股息

率继续下滑，最新沪深300的

股息率为1.56%。 总体来看，

沪深300指数代表了沪深上

市公司中财富创造和分红的

主要群体。

从估值水平来看，截止到

6月12日，沪深300指数的滚动

市盈率为20.1， 较沪深A股总

体水平低39.27%， 市净率为

2.7， 较沪深A股低31.65%，较

半年前均有显著上升。 而分行

业来看， 沪深300指数10个一

级行业中，金融地产、能源、公

用事业行业的估值水平仍处

于所有行业中最低，而信息技

术和电信业务等行业估值水

平则相对较高。

沪深300指数产品数量和规模

稳步增长，交易持续活跃

沪深300作为A股市场

的核心指数， 是目前追踪资

产规模最大、 产品数量最多

的A股指数， 上半年产品数

量和规模都保持了稳步增长

的趋势。

从 国 内 市 场 来 看 ， 从

2012年 5月沪深 300跨市场

ETF成立至今， 国内共有华

泰柏瑞、 嘉实基金、 华夏基

金、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和

鹏 华 基 金 开 发 的 沪 深

300ETF产品6只。 同时，以沪

深300指数为投资标的的指

数基金产品数量更是达到37

只。 截至2015年6月上旬，国

内沪深300被动型产品规模

合计约1999.26亿元，规模较

半年前增长近一倍， 占整个

被动型产品规模的比例为

34.9%。

在海外市场， 沪深 300

指数产品数量和规模也继

续保持增长。 截至2015年5

月 末 ， 海 外 市 场 沪 深

300ETF及联接基金产品共

计33只，资产规模约406 .30

亿元人民币。

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

活跃度进一步上升。 2015年

以来至 5月末 ， 沪深 300股

指 期 货 合 约 单 边 成 交 量

1 .48亿手 ，成交金额 180 .67

万亿元。

2015年上半年国际主要指数表现

2015年上半年沪深300行业走势分化

沪深300指数样本分布：中国平安仍为最大权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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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指数股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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