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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指数问答
沪深300指数是国内第一只股指期货标的指数，也是目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中跟踪资产
最多、使用广泛度最高的指数。随着指数化投资理念逐渐被投资者所认可，沪深300指数近
期受到市场越来越多的关注，其良好的市场表现也使得以其为投资标的的指数基金获得越来
越多投资者的青睐。那么沪深300指数为何能在几百只指数中脱颖而出？其编制方法有什么
特点？中证指数公司如何保证编制方法的客观公正？指数样本股盈利能力如何？指数样本
股是否有投资价值？这些都是市场中投资者颇为关注的问题。

一、沪深300指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数？
沪深 300 指数由沪深 A 股中规模大、流动性好、最具代表性的 300 只股票
组成，以综合反映沪深 A 股市场整体表现。沪深 300 指数是内地首只股指期货
的标的指数，被境内外多家机构开发为指数基金和 ETF 产品，跟踪资产在 A 股
股票指数中高居首位。
沪深证券交易所早在 1998 年就开始进行沪深 300 指数的研究论证工作，在
借鉴国内外主要指数编制方法的基础上，对指数选样规则、样本调整方法、计算
方法等技术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比较和论证，设计完成了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又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的沪深 300 指数，并于 2005 年 4 月 8 日正式发布，是沪深
交易所联合发布的第一只跨市场指数。2005 年 9 月中证指数公司成立后，沪深
300 指数移交中证指数公司进行管理运行。

二、如何确保沪深 300 指数可投资性及编制方法的客观公正？
在确定沪深 300 指数样本空间时，剔除了ST、*ST股票，股价波动异常或被
市场操纵、有重大违法违规的股票，较高程度地保证了样本公司的质量。在选样
时，沪深 300 指数选择成交金额位于前 50％的上市公司中总市值排名前 300 名
的股票组成样本股。因此沪深 300 指数的样本股代表了沪深两市A股市场的核心
优质资产，成长性强，估值水平低，其在整体经营业绩和估值水平方面对投资者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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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指数以自由流通股本分级靠档后的调整股本作为权重。分级靠档技
术的采用确保样本公司的股本发生微小变动时用于指数计算的股本数相对稳定，
以有效降低股本频繁变动带来的跟踪成本。以调整后的自由流通股本而非全部股
本为权重，沪深 300 指数更能真实反映市场中实际可供交易股份的股价变动情
况，从而有效避免通过操纵大盘股来操纵指数的情况发生。
为提高指数的代表性和可投资性，沪深 300 指数还启用大市值股票快速进
入指数规则。该规则自 2006 年 7 月启动至今，先后有中国银行、大秦铁路、工
商银行、中国人寿、兴业银行、中国平安、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神华、中
国石油等上市公司符合大市值 IPO 快速进入指数规则的条件，在上市第 10 个交
易日结束后成为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市值公司不在样
本股中，指数代表性和可投资性削弱情况的发生。
沪深 300 指数每半年调整一次，每次调整的比例不超过 10％，为确保指数
成份股的稳定性，样本调整设置缓冲区。缓冲区技术的采用使每次调整的幅度得
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指数能够保持良好的连续性，同时也能有效降低投资者跟踪
指数的成本。
为增强沪深 300 的指数透明性和可预期性，沪深 300 指数还设置 15 只备选
名单。当成份股因为退市、合并等原因出现样本空缺时，备选名单上的股票按照
排名顺序进入成份股。
此外为规范指数运作，保障指数编制方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设立指数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由国内外指数编制、指数化投资、市场研究
的专家和知名学者组成。指数专家委员会负责对中证指数编制方法的评估、建议
和审定，保障中证指数编制方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三、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构成上有哪些显著特点？
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规模大、市值分布均衡。以 2009 年 7 月 1 日为例，有
33 家公司总市值超过 1000 亿元，总市值超过 100 亿元的公司有 225 只，样本股
平均总市值 530 亿元。第一权重股招商银行，自由流通市值 1942 亿元，权重为
3.86%，前 10 大权重股的累计权重为 27.51%，前 20 大权重股的累计权重为 39.6%，
样本股权重分布较为均衡，抗操纵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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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代表性高、行业分布合理。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沪
深 300 指数的总市值为 15.99 万亿元，占 A 股市场总市值的 78.59％；调整市值
为 5.03 万亿元，占 A 股市场总调整市值的 68.83%。截至 2009 年 6 月底，沪深
300 指数成份股共成交 12.37 万亿元，占沪深 A 股成交金额的 53%。按照中证指
数公司的行业分类，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全部 10 个一级行业，样本股行
业分布与全市场行业分布较为接近，行业偏离度仅为 2%。沪深 300 指数覆盖了
沪深 A 股市场的主体部分，具有较强的市值代表性和行业代表性，且随着市场
集中度的提高市值代表性将进一步增强，行业结构也将更加优化。
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为各行业龙头企业、竞争力强。沪深 300 指数的成份股
大都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这些公司治理结构良好、经营管理能力突出、核心竞
争力强、资产规模大、经营业绩好、产品品牌广为人知，如中国平安、中信证券、
中国石油、中国联通、贵州茅台、中国神华、招商银行、长江电力等。它们均是
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支柱型产业，并且在资源、市场占有率、国家产业扶持政
策等方面享有优势。从长远来看，这些具有增长潜力和竞争优势的蓝筹公司，是
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并将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走势，为投资者的
长期投资提供参考。
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盈利能力强，成长性高。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 2008 年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96251 亿元和 8380 亿元，占同期市场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的 81.01%和 95.72%，高于同期沪深 300 指数的市值占比。此外，沪深 300 指
数样本公司 2008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9.8%，同期市场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17.2%，表现出较强的成长特征。
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积极回馈投资者，股息率高。作为市场中优质蓝筹的典
范，沪深 300 指数的成份股积极回馈投资者，其分红派息总额和市场占比逐年增
加。2005 年沪深 300 指数成份股的分红总额为 630.64 亿元，占全市场分红总额
的 82.11%，
2008 年沪深 300 指数成份股分红总额增至 3105.35 亿元，占沪深 A 股
分红总额的 92.42%，远远高于同期沪深 300 指数的市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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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估值水平低、投资价值较高。2009 年 7 月 1 日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加权市盈率为 26.44 倍，低于市场同期 30.45 倍的平均水平，市净率
为 3.27 倍，也低于同期市场 3.37 倍的平均水平。从市盈率和市净率等常见估值
指标的比较来看，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的估值水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估值优势
明显，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和较高的投资安全边际。

四、沪深 300 指数有哪些跟踪产品？
因其成份股数量适中、成交活跃、流动性好、规模大，沪深 300 指数一经推
出，立即被众多机构投资者视作指数化投资的理想标的。指数推出仅 4 个月后，
首只以沪深 300 指数为投资标的的嘉实沪深 300 指数基金就于 2005 年 8 月正式
成立，2009 年 6 月底该基金资产规模已达到 313.96 亿元，是国内市场上净值规
模和份额规模最大的基金。2009 年 7 月 8 日发行结束的华夏沪深 300 指数基金
以 247 亿元成为首发规模最大的指数基金。截至 2009 年 7 月，以沪深 300 指数
作为投资标的的指数基金共 10 只，资产规模 935 亿元，占目前 23 只指数基金资
产规模的 53.7%。此外，首只追踪沪深 300 指数的 ETF——标智沪深 300 中国指
数基金于 2007 年 7 月 17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交易，2008 年 4 月 11 日，日
兴熊猫沪深 300 中国指数基金于东京交易所上市交易。2009 年中国内地证券市
场共发行 33 只股票型基金，其中 26 只基金选用沪深 300 指数作为业绩基准。沪
深 300 指数已成为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中跟踪资产最多、使用广泛度最高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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