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热话
在不确定环境中寻求稳定：
中国A 股市场的红利低波策略

在中国A股市场，红利和低波动长期有效地提供因子溢价。标普
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旨在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和交易
性兼备的红利和低波动因子暴露。
两个因子通过先后筛选的方式结合。如果高股息来自股价下跌而不是红利增长，公
司很有可能陷入 “红利陷阱”。因此在高股息筛选的基础上再剔除波动率高的股
票，可能有效地避免“红利陷阱”，从而提升绝对收益和风险调整后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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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四月指数发布以来，标普中国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体现了高收益，低波动，少回
撤，和低估值的特点。对希望保持权益类配比同时降低风险的投资者，或者有兴趣上调权益类
配比但不想增加风险的投资者，标普中国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2022开年以来，中国市场备受新冠疫情困扰，国际市场在政治博弈中动荡加剧。于诸多不确
定因素中，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凭借其稳定性或许可以助力投资者度过难关。

1. 指数是如何构建的？

标普中国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在构建上强调大盘风格和红利因子暴露，同时限制波动率。
指数以标普中国A国内大盘指数为样本空间。标普中国A股国内大盘指数由A 股市场中市值最大、
流动性最高的股票组成，总体占A 股前70%流通市值。截至2022年四月底，标普中国A股国内大
盘指数一共有441只股票。从样本空间中选取100只股息率最高的股票，再从中剔除波动率最高
的50只。最终得到50只高股息低波动的成分股，并且使用股息率加权来加强红利因子暴露。该
指数在每年一月和七月定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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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小雅及研究团队 - 低波动率与股息率相结合的策略在中国A股市场的实践
标普中国 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发布于2019年 4月1日。

请到 on.spdji.com/SignUp 登记接收我们的最新研究、教育及市场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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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普中国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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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责任公司。
图表仅作说明用途。

2. 指数有哪些特点？
优异的历史表现

过去一年，在与新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对抗中，中国经济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在 A 股市场普遍受挫的情况下，标普中国A 股大盘低波
红利指数逆市上升。过去一年的绝对收益为5.91%，较沪深300实现 26.15%的超额收益。

从长期表现来看，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相比沪深300也更为优秀。从2009年一月到2022年四月，该指数以年化
12.07%的收益跑赢沪深300，实现4.81%年化超额收益（图2）。同时，该指数三年、五年、十年、和全历史区间的波动率远低于沪深
300，使得其风险调整后收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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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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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责任公司, FactSet 。数据取自 2009年 1 月 3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表现以人民币全收益计算。过往表现不保证未来投
资结果。图表仅作说明用途，反映假设的历史表现。请参阅本文末的表现披露，了解更多有关回溯测试表现内在局限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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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市的下行保护

中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进程中。因此相较于很多发达市场，显得更加动荡。2015年股灾对很多A 股投资者仍历历在目。在动荡市
中，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凭借其低波动和大盘风格，可一定程度上提供下行保护。在2015年股灾、2018年熊市和今年
新冠疫情时，该指数的回撤相较沪深300分别减少了12.27%、15.3% 和26.49%（图3）。

图 3: 熊市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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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责任公司, FactSet 。数据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表现以人民币全收益计算。过往表现不保证未来投资结果。列表仅作
说明用途，反映假设的历史表现。请参阅本文末的表现披露，了解更多有关回溯测试表现内在局限性的信息。

优化资产配置

多数投资者选择全市场作为权益类投资的第一步，并且作为核心资产长期持有。但是健康的饮食不能只包含核心的“主食”，仍需要
从“配菜”中获得“营养”。资产配置也一样。标普中国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和全市场类基准显著不同。根据2022年四月底的成
分股计算主动投资比率 ，该指数的成分股配比有84%不同于沪深300。因此，标普中国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可优化投资者的核
心资产配置，为投资组合提供“营养”。

如图4所示，当部分资产从沪深300逐步转移到标普中国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时，风险/收益点也慢慢向收益更高、风险更低的左
上角移动。例如，在沪深300 和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各投50%时，相较于100%投资沪深300，收益提升了254个基点，
至9.8% 。同时波动率从24.5%降至22.8% 。

图 4: 历史风险/收益曲线

资料来源：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责任公司, FactSet 。数据取自 2010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表现以人民币全收益计算。过往表现不保
证未来投资结果。图表仅作说明用途，反映假设的历史表现。请参阅本文末的表现披露，了解更多有关回溯测试表现内在局限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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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投资比率 Active share = 1/2 ∑ni=1|weightportfolio,i–weightbenchmark,i |, 基准为沪深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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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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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率筛选使得标普中国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指数相较其基准估值更低。过去7年间，其市盈率和市净率均持续低于标普中国 A 股国
内大盘指数（见图5和图6）。截至2022年四月底，该指数的预期股息率为5.57%，比基准指数的2.13%高出一倍多。

图 5: 市盈率 (TTM)

图 6: 市净率 (LTM)

资料来源：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责任公司, FactSet 。数据取自 2012年 1月 3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表现以人民币全收益计算。过往表现不保证未来投资结
果。图表仅作说明用途，反映假设的历史表现。请参阅本文末的表现披露，了解更多有关回溯测试表现内在局限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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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披露

标普中国 A 股国内大盘指数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推出。标普中国 A 股大盘红利低波 50 指数于 2019 年 4 月 1 日推出。指数成立
日期前呈列的所有数据均属假设性
(经回溯测试），并非实际表现。回溯试算的计算基准与指数成立当日生效的计算方法一致。有关完整指数计算方法的详情，请浏览 www.spdji.com。

标普道琼斯指数对不同的日期加以定义，协助客户清楚了解自己的产品。起值日是特定指数设定计算价值（当前价值或回溯试算价值）的首日。
基准日是为计算目的而设立特定指数固定价值的日期。成立日是特定指数价值首次被视为生效的日期：凡在指数成立日前任何日期或时期提供的
指数价值将视为回溯试算价值。标普道琼斯指数界定了成立日，即知晓已向公众发布（例如通过标普道琼斯指数的公共网站或其向外部方的数据
传送途径发布）指数价值的日期。对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前推出的道琼斯品牌指数，成立日（在 2013 年 5 月 31 日前，称为「推出日」）定为禁止对指数计算方法
作出进一步变更的日期，而该日期可能早于指数的公开发布日期。
指数的过往表现并非未来投资结果的指标。构建指数时前瞻性应用的计算方法，可能会导致表现与所示回溯试算的回报不相符。回溯试算期未必
对应指数的整个可查阅历史。更多有关指数的详情（包括重新调整方法、重新调整时间、成分股增减准则及所有指数的计算），请浏览
www.spdji.com 有关指数的计算方法文件。

回溯试算资料的另一个局限，是通常在作出回溯试算时已知悉以往事件。回溯试算数据反映在知悉以往事件的情形下应用指数计算方法和挑选成
分股的选择。任何假设的记录都不能完全反映实际交易时金融风险的影响。例如，与股票、固定收益或商品市场相关的众多因素在制作所列指数
信息时通常不能及从未被纳入考虑，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实际表现。

列示的指数回报并不代表可投资资产／证券的实际交易结果。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责任公司维护指数，并计算所列示或讨论的指数的点位及表
现，但并不管理实际资产。指数回报并不反映所支付的任何销售费用，或投资者为购买指数相关证券或旨在跟踪指数表现的投资基金时可能支付
的费用。征收这些费用及收费，会造成证券／基金的实际和回溯电子表格现逊于所示指数表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 100,000 美元的投资在 12 个
月内录得 10%的指数回报率（或 10,000 美元），且除应计利息外，在期末还对投资征收了 1.5%的实际资产费用（或 1,650 美元），则当年净回报率为
8.35%（或 8,350 美元）。在三年期内，假设年回报率为 10%，年末征收 1.5%的年费，则累积总回报为 33.10%，总费用为 5,375 美元，累积净回报率为
27.2%（或 27,2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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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参与制作或编撰 GICS 分类的第三方，在任何情况下概不对任何直接、间接、特别、惩罚性、相应而生的损害或任何其他损害（包括利润损
失）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使在已获悉可能发生该等损害的情况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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