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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十五周年：

300份标杆力量 不一样的投资史

15年总回报超420%� �嘉实沪深300演绎指数投资精彩

作为国内第一只横跨沪深两市的指数，沪深300

自发布以来就获得市场的广泛关注， 并成为投资者

综合衡量自己投资收益的基本尺度， 也是权益类公

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最常出现的衡量标准之一。

为了帮助投资者参与该指数投资，分享中国经济

增长红利， 国内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嘉实基金于

2005年8月29日成立了国内首只沪深300指数基

金———嘉实沪深300ETF联接 (LOF)，该基金的发行

为投资者参与沪深300指数投资提供了低成本、 简单

便捷和高效的投资工具， 同时也为沪深300指数投资

走出国门提供了标的。

业绩优秀：精准跟踪指数 年化回报超10%

� � � � 作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指数之一， 沪深300指

数不只是大，更多的是能够代表中国经济最核心资

产的走势， 反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长期趋势，整

体收益良好。

根据WIND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9月4日，自

2004年12月31日基日以来， 沪深300指数累计回报

率为375.13%。 而追踪沪深300指数的嘉实沪深

300ETF联接(LOF)，成立2005年8月29日，成立以来

实现了精准跟踪指数的投资目标。根据WIND数据显

示，截至2020年9月4日，嘉实沪深300ETF联接(LOF)

成立以来累计回报率为429.51%， 年化回报率为

11.73%，同期沪深300指数涨幅为409.70%，年化回

报率为11.46%。

多种方式投资：定投、长投两相宜

投资基金选什么？ 沃伦·巴菲特十分推崇指数基

金，并多次向投资者推荐指数基金。 实际上，指数基

金投资具有诸多优势。

1.

简单透明。沪深

300

指数基金投资标的透明，每

一只股票投资的权重也是透明的， 不存在风格转换

问题。

2.

避免人为影响。指数基金由于投资标的透明和

固定，不同的基金经理投资的标的和权重一样，因此

人为影响极小。

3.

成本低。 申赎成本、管理费用和托管费用都是

权益基金中最低的。 在长期投资中，较低的成本有利

于收益的提升。

对于投资者而言，指数基金即适合长期投资，同

时也非常适合基金定投。 因为基金定投能够有效平

滑基金净值的波动， 恰好可以中和指数基金波动大

的劣势,有效提升指数基金的投资体验。

全球配置：沪深300指数火遍全球

作为代表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最佳指数， 沪深

300指数在资产配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嘉实沪

深300指数自发布以来就获得了机构投资者和个人

投资者的积极配置。

实际上，除了国内受宠，嘉实沪深300指数基金

已经走出国门，火到了欧美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投资

者的配置标的

2013年11月6日，德银X-trackers嘉实沪深300

中国A股ETF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成为首只在美国上

市的直接投资于中国A股的实物ETF，直接以中国沪

深300指数作为标的。 也是第一首只在美国市场推出

的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产品。 这支追

踪中国股票市场指数的ETF由德意志资产和财富管

理公司和嘉实基金联合发起， 设立之初已经筹集了

1.08亿美元的初始资本。

2017年2月2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中欧国际交

易所新闻发布会上， 中欧所宣布上市沪深300指数

ETF衍生品。 该期货合约由中欧所与欧洲期货交易

所合作推出的， 是首只在欧洲上市的以中国资产为

标的的衍生品。 德银x-trackers嘉实沪深300指数

ETF期货合约自2017年2月20日起可于常规交易时

段进行交易。

2020年， 国内经济形成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消费、科

技、 医疗生物成为三大黄金赛道。 作为最能代表中

国经济前景的指数， 沪深300指数作为权重中大消

费（日常消费+可选消费）占比为24.4、信息技术占

比为14.9%、医疗保健占比为10%，其投资前景值得

期待。

■ 新闻链接

首只沪深300基金诞生15年 领略这支金牛团队的进阶之旅

8

月

29

日， 市场上首只跟踪沪深

300

指数的产

品———嘉实沪深

300ETF

联接（

LOF

）迎来了成立

15

周

年。 经历

15

年发展，嘉实沪深

300

已形成了由嘉实沪

深

300ETF

、嘉实沪深

300ETF

联接（

LOF

）

A\C

、嘉实沪

深

300

增强等共同组成的产品矩阵。 嘉实沪深

300

伴

随沪深

300

指数

15

年成长，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选

择，逐渐成为沪深

300

指数投资的标杆。

得益于多年的精细化运作和前瞻性布局， 嘉实

沪深

300

屡获殊荣。 其中， 嘉实沪深

300ETF

联接

（

LOF

）

A

曾两度斩获指数型金牛基金， 嘉实沪深

300ETF

曾五次斩获指数型金牛基金。统计显示，自金

牛基金奖设立以来， 嘉实基金指数管理团队已八次

斩获“被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是业内获奖次数居

首的基金公司；含指数型产品奖项在内，嘉实基金已

累计获得了

16

座指数类金牛奖， 也是业内获得该类

金牛奖项居首的基金公司。

作为嘉实基金指数管理团队旗下的首只产品，

嘉实沪深

300

指数基金在成立之后的

15

年间，嘉实基

金指数管理团队凭借着精细化的运作管理， 对跟踪

误差的控制做到了极致。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

27

日，自

2012

年

5

月

7

日成立以来，嘉实沪深

300

指

数基金月度跟踪偏离度均值仅为

0.01%

，且长期保持

正偏离，在同类产品中表现可圈可点。

实际上，无论从跟踪误差，还是信息比率，该基

金都在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嘉实基金持

续深耕市场需求，前瞻性布局了系列工具指数产品，

在有效满足境内外投资者的多样化投资需求。

◎

嘉实沪深

300ETF

及联接基金作为涵盖场内外

一揽子跟踪沪深

300

的指数产品，满足了不同场合投

资需求。

◎

嘉实沪深

300

指数增强基金在力求对沪深

300

指数进行有效跟踪的基础上， 通过精选个股策略增

强并优化指数组合管理和风险控制， 力争超越沪深

300

指数表现。

◎

德银

X-Trackers Harvest

沪深

300

中国

A

股

ETF

在美国上市， 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低成本布局沪深

300

指数的便捷化投资工具；

◎

嘉实沪深

300

红利低波动

ETF

同样以沪深

300

样本股为基础，从中选取

50

只流动性好、连续分红、

股息率高且波动率低的股票，为投资者提供了“更聪

明”的沪深

300

标的。

◎ 2019

年

12

月， 深交所正式上市交易沪深

300ETF

期权，标的为嘉实沪深

300ETF

，进一步满足

了投资者精细化需求。

伴随着

ETF

产品在境内日益受投资者欢迎，嘉实

基金正多管齐下打造更高品质的

ETF

，不断提升旗下

ETF

的产品吸引力，并基于兼具主动投资和被动管理

优势的

Smart Beta

思想来打造嘉实基金

Super ETF

品

牌，力求打造超便宜（费率低、高性价比）、超方便（流

动性好、容量大）、超丰富（海纳百川、策略多元）、超透

明（清晰、透明的指数编制）、超标准（标准化产品，方

便资产配置）、超

Smart

（可持续创造超额收益）的

ETF

产品矩阵，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底层投资工具，进一步

满足投资者精细化资产配置需求。

目前，在嘉实基金

Super ETF

产品矩阵中，除了

沪深

300

系列，还更广泛涵盖了其他宽基指数、行业

指数、策略指数、债券指数、增强指数等众多细分种

类。 其中，既有独家拥有的嘉实基本面

50

指数、嘉实

深证基本面

120ETF

， 也包括了嘉实中证中期国债

ETF

和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等债券指数基金。

沪深300指数15年：中国核心资产时间轴

每个资本市场，都少不了一个核心指数。 如果

说资本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么，这个核心指数

就是晴雨表上的刻度，准确刻画着经济冷暖、周期

循环、结构变迁。

沪深300指数，就是A股的核心指数。

沪深300指数以2004年12月31日为基期， 基点

为1000点， 采用分级靠档法确定成分股权重的方

法。 在选样中，沪深300指数以流动性和市值作为两

大标准。

这个被称为机构投资者核心资产的指数， 从问

世至今已经有了15年历史， 这15年恰恰也是中国经

济模式从重化工业，到金融地产，再到转型升级、科

技消费崛起的15年。沪深300指数也因此成为一个观

察中国经济变化的独特时间轴。

这个时间轴的0点，对应时间是2005年4月8日。

2005年：生于重化工业牛市前夜

这一年的4月8日，沪深300指数发布。 这是A股

第一支跨市场的指数。 从此，投资者不仅有了反映市

场整体运行状态的参照物， 机构投资者的产品研发

也有了新的跟踪标的。

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编制规则，突出规模和流

动性。 那时的中国经济，也正流行以大为美。

重化工业化， 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

经济最主要的增长力量。 与这一经济结构相对应，沪

深300指数刚成立时，权重排行前三的行业分别为交

通运输、钢铁、电力及公用事业，指数权重占比合计

接近32%。 始于2003年的“五朵金花” 周期股行情，

还可以在沪深300指数权重分布中找寻到记忆碎片。

就在沪深300指数推出后三个月， 波澜壮阔的

2005-2007年“牛” 市启动了。 每一个经历过这轮行

情的投资者都记得，这轮牛市上证指数从998点上涨

至6124点，涨幅514%。 但可能很少有人计算过这组

数据： 沪深300指数自最低点807.78点， 上涨至

5891.72点，涨幅629%。

在沪深300指数探明历史低点开启牛市的同时，

当年8月29日，嘉实沪深300指数基金（LOF）成立。

嘉实基金也成为国内首家成立追踪沪深300指数基

金的基金公司。 公募基金行业也由此开始了对中国

核心资产的指数化投资之路。

这轮牛市从宏观角度看，反映的是全球产业转

移背景下，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的经济成果，上

游的有色金属、煤炭开采，中游的工程机械、钢铁、

建筑建材等行业明显受益。 沪深300指数相比传统

指数，更充分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成分股

构成和权重分布，也更加准确地刻画了这轮经济景

气周期的主导力量。

在这轮高景气周期的尾声， 中国以固定资产投

资为核心的地产产业链开始崛起。 而大洋彼岸的美

国，也在货币泛滥中迎来了次贷泡沫的最后狂欢。

这预示着沪深300指数权重的又一次重要变化。

2009年：后危机时代金融地产的崛起

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 经济周期就像一头

无法驯服的猛兽，将金融市场重重踩在脚下。 为了应

对危机，全球各国纷纷紧急救市。

2009年，金融服务业取代上个时代的交通运输，

新晋沪深300指数第一大权重，占比高达31.34%。 房

地产位居第二，权重7.05%。 这两个行业的权重占比

合计达到了38.39%， 而排名第三到第十的行业权重

合计是41.93%。

当下表现突出的医药生物行业，彼时行业权重排

名还在15名。 食品饮料、信息服务、家用电器，这些日

后的资本宠儿，在银行地产巨无霸面前，还显得弱小。

金融行业的登顶， 一方面反映了信贷拉动的

经济增长模式， 同时也记录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

的历程。

2005年开始，按照“坚持试点先行逐步推广” 的

原则，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

成功上市。 2005� 年之后，金融业占第三产业GDP比

例逐步增长，并在2015年达到了顶峰。

不经意间，沪深300指数成为中国银行业股份制

改造和上市的历史见证者。

这个阶段，中国金融业大事不断。

2010年4月16日，我国首张股指期货合约———沪

深300股指期货合约上市交易。 沪深300指数的旗舰

地位进一步凸显。

2012年5月7日，嘉实沪深300ETF上市。 这是深

交所首支跨市场ETF， 也是深交所上市的首支沪深

300ETF。 通过以一篮子股票或者现金替代的方式进

行申赎，实现了“T+0” 回转交易。

到这一年年末，12月26日， 嘉实沪深300ETF规

模首次突破400亿元，成为当时A股市场最大的ETF。

2020年：经济新常态的不寻常变化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这是我国为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新常态、内需、创新驱动、双循环，一系列新经

济名词带来了沪深300指数行业权重的重排座次。

代表着资本市场财富创造能力的券商、 保险行业大

发展， 非银金融行业目前已经成为第一大权重行

业，占比15.3%。

此外，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电子也分享到了三

到五席。 电子行业的出位，与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红利

密切相关， 这其中包含和折射的是中国高端制造和

技术创新的成果。 在2008年，以计算机和电器元器件

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 在沪深300指数中只占1%的

市值，2019年提升至7.54%。以家电、食品饮料为代表

的消费行业， 从2009年的5.95%提升至2019年的

15.53%。 医药板块从2.18%提升至6.83%。 从2020年

的排名看，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仍在加速。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指数型基金发生在不

寻常的变化。 各种宽基指数、行业指数、策略指数类

产品层出不穷， 但沪深300指数的核心地位仍旧关

键，继续在中国资本市场机制完善和制度改革中担

当重任。

2019年10月21日，嘉实沪深300ETF交易申赎模

式改制，新增“场内申赎” 模式，以300ETF为代表的

深圳跨市场ETF开启了场内T+0时代，嘉实沪深300

流动性大幅提升，新模式上线后截至6月30日，日均

成交额超过6亿元，位居同类型基金前列。

同年12月23日， 沪深300指数衍生出的三大期

权品种同日上市。 其中深交所上市交易的沪深

300ETF期权合约以嘉实沪深300ETF为标的。 由

此，投资者交易更加精细化，可以根据标的ETF和期

权市场的价格变动方向， 市场波动性等不同情况，

选择不同的交易策略， 以达到受益最大化和风险最

小化的目标。

从重化工业到金融地产， 再到经济转型， 沪深

300指数用15年的时间，为中国经济的时代变迁写下

一部核心资产的投资简史。 而与沪深300指数同步成

长起来的嘉实沪深 300， 在这 15年里总回报率

429.51%（Wind截至2020年9月4日）。 围绕这个核

心指数， 嘉实也为投资人建立了更丰富的产品生态

链，以更好为投资人分享中国核心资产的成长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