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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 美股全年收涨。不论从 GDP 增速、新增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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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还是房地产市场数据来看，美国经济都处于明显的复苏态势。美国股

邮箱：Rachel.Wang@morningstar.com

市 2014 年持续上涨，
按人民币计价，
纳斯达克 100 指数全年上涨 20.86%，
标普 500 指数上涨 14.15%。

廖佳
电话：0755-33110955



欧洲：经济仍处于低迷期 市场收跌。2014 年，欧洲央行在 6 月议息会

邮箱：Lily.liao@morningstar.com

议实行了负利率，成为全球首个推行负利率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央行，并在
9 月再度降息 10 个基点，但欧元区经济复苏并不明显，甚至还有陷入通
缩的危险。市场表现上，按人民币计价，德国 DAX 全年下跌 7.62%，法
国 CAC40 全年下跌 10.49%，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下跌 6.14%。


日本：“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虽然“安倍经济学”试图给日本经济打
“强心针”，但难以解决日本经济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难题，个人消费无法
提振。按人民币计价，日经 225 指数全年收跌 3.77%。



新兴市场：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东欧
表现不佳以及拉美增长放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正跌入金融危机过后
的最低谷，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中国沪深 300 指数、
印度 SENSEX 指数和台湾加权指数在 2014 年的市场表现较好，分别上
涨了 51.66%、30.44%和 4.46%。



QDII 业绩表现分化，主投美股产品表现亮眼。2014 全年，美股的继续走
强和原油价格的暴跌，导致相关类型的产品业绩表现分化。美股基金以
14.07%的平均回报领跑全年，而商品类基金以-10.34%的回报垫底；大
中华区股票 2014 年表现亦不错，全年平均回报为 7.05%；环球股票的平
均回报为 5.17%；亚太区不包括日本股票的平均回报为 1.14%；新兴市
场股票的平均回报为-3.88%；行业股票的平均回报为 0.56%。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业绩。在任何情况下，
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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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市场表现回顾
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 美股全年收涨

日本：“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

不论从 GDP 增速、
新增就业岗位还是房地产市场数据来看，

虽然“安倍经济学”试图给日本经济打“强心针”，但难以

美国经济都处于明显的复苏态势。

解决日本经济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难题，个人消费无法提振。
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大幅萎缩。日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 GDP 按年率计算增

本三季度 GDP 终值显示，
日本三季度 GDP 环比萎缩 0.9%，

长 5%，录得 2003 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快增速。高于市场预

同比萎缩 1.9%，均低于此前公布的初值。经济学家预测，

期的增长 4.3%，初值为增长 3.9%，第二季度美国 GDP 增

日本 2014 年 GDP 或录得负增长，这也很可能是日本时隔

幅为 4.6%。

5 年再次出现经济负增长。

就业市场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1 月非农就业人数

按人民币计价，日经 225 指数全年收跌 3.77%。

32.1 万，远超 23 万的预期，创 2012 年 1 月以来新高。2014
年美国就业市场的表现料录得 15 年来最佳（12 月非农数据

新兴市场：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

定于 1 月 9 日公布）。分析师预计，2015 年美国就业市场
将继续壮大，失业率有望从 5.8%进一步跌至 5%。

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东欧表现不佳以及拉美增
长放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正跌入金融危机过后的最低

美国股市 2014 年持续上涨，按人民币计价，纳斯达克 100

谷，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这其中，俄罗斯

指数全年上涨 20.86%，标普 500 指数上涨 14.15%。

的经济衰退尤为突出。受到原油价格暴跌、年初以来遭遇西
方制裁，俄罗斯经济不断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和卢布巨幅贬

欧洲：经济仍处于低迷期 市场收跌

值。以人民币计价，俄罗斯 MICEX 指数全年下跌 47.89%。
马来西亚综合指数也出现了下跌，全年跌幅为 9.43%。

2014 年，欧洲央行在 6 月议息会议实行了负利率，成为全
球首个推行负利率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央行，并在 9 月再度降

中国沪深 300 指数、印度 SENSEX 指数和台湾加权指数在

息 10 个基点，但欧元区经济复苏并不明显，甚至还有陷入

2014 年的市场表现较好，分别上涨了 51.66%、30.44%和

通缩的危险。

4.46%。

困扰欧元区的高失业率问题并未得到缓解，失业率仍高达

大宗商品：原油价格大跌

10%以上，有报告警告欧元区的高失业率有可能延续数年之
久。与此同时，欧元区仍要向希腊等国继续提供援助。欧元

受到 OPEC 拒绝减产和全球石油供应过剩加剧等因素的综

区陷入新一轮经济危机的风险并未完全消除。此外，11 月，

合影响，原油价格在 2014 年出现了暴跌。以人民币计价，

欧元区通胀水平回落到 0.3%，为 5 年来的低值，远低于欧

标普原油现货下跌了 44.53%。相比而言，黄金价格在 2014

洲央行 2%的目标，增加了外界对欧元区宽松政策的预期。

年表现更为平稳，标普黄金现货指数全年上涨 0.93%。

市场表现上，按人民币计价，德国 DAX 全年下跌 7.62%，
法国 CAC40 全年下跌 10.49%，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下跌
6.14%。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业绩。在任何情况下，
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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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4 年全球主要股指表现(%)
51.66%

60.00%
人民币计价回报 (CNY)

40.00%

基础货币计价回报(BASE)

20.00%
0.00%
-20.00%
-40.00%
-60.00%

图表2：2014年全球主要股指风险收益分布(人民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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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orningstar Direct

全年主要货币对人民币升、贬值不一
受到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QE 确定退出以及可能出现的

次逆转。人民币对港元亦出现了一定贬值。但人民币对欧元、

提前加息的影响，2014 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一定的贬

日元、英镑、卢布、澳元、加元则出现了升值，这其中以人

值，这也是人民币自 2012 年下半年以来单边升值趋势的首

民币对卢布的升值最为明显。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
业绩。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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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II 业绩表现分化

主投美股产品表现亮眼

2014 全年，美股的继续走强和原油价格的暴跌，导致相关

票的平均回报为 5.17%；亚太区不包括日本股票的平均回报

类型的产品业绩表现分化。美股基金以 14.07%的平均回报

为 1.14%；新兴市场股票的平均回报为-3.88%；行业股票

领跑全年，而商品类基金以-10.34%的回报垫底；大中华区

的平均回报为 0.56%，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该类别下不同产

股票 2014 年表现亦不错，全年平均回报为 7.05%；环球股

品的表现有着“天壤之别”，首尾表现相差超过 50%。

图3： 2014年QDII基准指数风险收益分布(人民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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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orningstar Direct
美国股票型 QDII 基金除去年 6 月成立的嘉实美国成长

从收益来看，受益于纳斯达克 100 全年上涨 20.86%，

股票以外，均为被动型产品，分别跟踪标普 500、标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以 19.17%的回报居首，在同时

普 500 等权重、标普 100 等权重，及纳斯达克 100 几

跟踪纳斯达克 100 指数的几只产品中，其跟踪误差也

个主要大盘股指。2014 年，美国股票型基金平均回报

是最小的。标普 500 指数全年上涨 14.15%，博时标普

率为 14.07%，低于基准美股全市场指数罗素 3000 指

500ETF 在跟踪误差的控制上有一定优势。

数 1 个百分点。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业绩。在任何情况下，
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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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股票
名称

2014 年回报（%）

罗素 3000 股票指数

15.35

博时标普 500ETF

13.38

博时标普 500ETF 联接

12.80

长信标普 100 等权重指数(QDII)

9.10

大成标普 500 等权重指数(QDII)

11.92

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 QDII

16.13

国泰纳斯达克 100 (QDII-ETF)

17.15

国泰纳斯达克 100 指数(QDII)

17.36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 - 美元现钞

19.17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 - 美元现汇

19.17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 - 人民币

16.70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QDII) - 美元现汇

9.17

嘉实美国成长股票(QDII) -人民币

6.84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15 只环球股票型基金全年取得 5.17%的平均回报，略

基金维持了对美国市场的较轻配置，实施上采取了集

逊于分类基准 MSCI 世界股票指数 2 个百分点。年度表

中配置美国行业 ETF 的策略。
在新兴市场的配置方面，

现最亮眼的产品是鹏华环球发现(QDII-FOF)，其以 14.8%

主要配置了越南市场的股票。总体来看，基金在 2014

的回报率领先同类，大幅超越基准与同类平均。基金

年采取了超配中国、越南，低配美国，持有欧洲的策

是 FOF，其配置的基金主要以 ETF 为主。在区域配置

略，但在中国股票的结构上增持了 A 股挂钩 ETF 的

上，基金在 2014 年采取了对中国股票超配的策略，并

比例，并增加了一部分用于避险的资产以对冲海外市

在结构上增加了 A 股 ETF 基金的配置比例。3 季度

场近期的波动。

环球股票
名称

2014 年回报（%）

MSCI 世界股票指数

7.54

长盛环球行业股票(QDII)

5.20

工银全球股票(QDII)

5.94

工银全球精选股票(QDII)

7.60

华宝兴业成熟市场(QDII-FOF)

-0.39

华夏全球股票(QDII)

-6.64

建信全球机遇股票(QDII)

6.00

交银环球精选股票(QDII)

6.40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QDII-FOF)

7.84

鹏华环球发现(QDII-FOF)

14.80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QDII-FOF)

-6.19

银华全球优选(QDII-FOF)

-0.97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
业绩。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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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族指数增强 - 港币

12.85

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族指数增强 - 美元

12.84

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族指数增强 - 人民币

11.88

中银全球策略(QDII-FOF)

0.47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亚太区不包括日本股票型 5 只基金年度平均回报率为

年收益为 3.32%。在区域配置上基金偏好港股，全年

1.14%，低于基准指数 MSCI 亚太区不包括日本股票指数的

对港股的配比超过 50%。在行业配置上偏好信息科技、

收益。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QDII)表现最好，2014 年全

工业、非日常生活消费品、金融等。

亚太区不包括日本股票
名称

2014 年回报（%）

MSCI 亚太区不包括日本股票指数

5.37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QDII) - 美元现汇

3.32

国富亚洲机会股票 (QDII)

1.47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QDII)

0.82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股票(QDII)

0.69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QDII)

-0.63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2013 年 17 只大中华区股票型基金平均回报 7.05%，低

基金，以香港恒生国企指数为跟踪标的，标的指数 2014

于分类基准 MSCI 金龙股票指数。易方达恒生国企联

年的涨幅为 15.55%。

接(QDII)美元现钞以 15.06%的涨幅领跑。基金为指数型
大中华股票
名称

2014 年回报（%）

MSCI 金龙股票指数

10.39

富国中国中小盘股票(QDII)

8.18

海富通大中华股票(QDII)

2.29

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QDII)

9.05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QDII)

11.18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QDII)

6.93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股票(QDII)

0.70

华夏恒生 ETF

3.99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
业绩。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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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恒生 ETF 联接(美元)

6.06

华夏恒生 ETF 联接(人民币）

3.89

嘉实 H 股指数(QDII-LOF)

14.88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QDII)

0.00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QDII)

0.08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QDII-LOF)

-3.75

易方达恒生国企(QDII-ETF)

13.60

易方达恒生国企联接(QDII)美元现钞

15.06

易方达恒生国企联接(QDII)美元现汇

15.06

易方达恒生国企联接(QDII)人民币

12.66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20 只行业股票类基金主投行业分布在能源、地产、消

其中，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 QDII - 美元以 29.55%的涨幅领跑。

费、农业等不同行业，其各期回报也因此有较大差异。

基金以美国房地产指数为跟踪标的，标的指数基金在 2014

其中，得益于美国房地产行业的复苏，主投美国房地

年的收益为 28.39%。

产市场的 QDII 表现较好，2014 年回报皆在 15%以上。
行业股票
名称

2014 年回报（%）

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QDII)

-9.29

工银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QDII-LOF)

-17.62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 QDII - 美元

29.55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 QDII-人民币

26.82

广发全球农业指数 (QDII)

5.51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QDII) - 美元

17.77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QDII) - 人民币

15.36

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股票(QDII)

-3.87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QDII-LOF)

-15.37

华宝油气

-32.23

嘉实全球房地产(QDII)

18.29

建信全球资源股票(QDII)

-10.48

交银全球资源股票(QDII)

-4.75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QDII)

29.52

诺安油气能源(QDII-FOF-LOF )

-14.97

鹏华美国房地产 (QDII)

20.44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股票(QDII)

-18.40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 - 人民币

-3.82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QDII)

-8.59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
业绩。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8



QDII 年度报告

-12.71

中银标普全球精选自然资源等权重指数(QDII)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2014 年新兴市场表现分化较大，尤其是金砖四国的表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股票(QDII)，全年上涨 2.47%。

现。中国、印度市场表现较好，按人民币计价，中国

在区域配置上，香港、台湾是基金比较青睐的领域，

沪深 300 指数和印度 SENSEX 指数分别上涨 51.66%和

在行业配置上基金重点关注科技股以及可选消费股，

30.44%。而俄罗斯 MICEX 指数和巴西 BOVESPA 股票指

并看好金融与医疗股的投资机会，看淡公用、电信、

数分别下跌 47.89%和 2.91%。6 只基金中表现最好的是

商品等板块。

新兴市场股票
名称

2014 年回报（%）

MSCI 新兴市场股票指数

0.24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股票(QDII-LOF)

-2.88

建信新兴市场股票(QDII)

-3.52

南方金砖四国指数(QDII)

-4.04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股票(QDII)

2.47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QDII-FOF-LOF)

-9.77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QDII-LOF)

-5.53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受到原油价格大跌的影响，相关商品类基金表现较差。其中，

(QDII-FOF-LOF)的下跌幅度超过 20%。投资于黄金、贵金

信 诚 全 球 商 品 主 题 (QDII-FOF-LOF) 、 银 华 抗 通 胀 主 题

属的基金表现相对较好，但也主要以下跌为主。

商品
名称

2014 年回报（%）

道琼斯瑞银商品指数

-14.95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QDII-FOF)

0.79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LOF)

-17.39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QDII-LOF-FOF)

-4.89

嘉实黄金(QDII-FOF-LOF)

-2.60

诺安全球黄金(QDII-FOF)

-2.05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QDII-FOF-LOF)

-25.26

易方达黄金主题(QDII-LOF-FOF)

-1.71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
业绩。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9



QDII 年度报告

-25.03

银华抗通胀主题(QDII-FOF-LOF)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2014 年环球债券 QDII 表现分化，11 只基金的平均收益

体而言，相对于基准指数，该类型其他产品的业绩表现一般，

为 2.81%。从基础市场来看，得益于亚洲信用债在 2014

7 只产品获得不足 10%的正收益，4 只产品的收益为负。

年的出色表现，JPM Asia Credit TR USD 全年收益为
11.01%，投资相关领域的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 QDII - 美

目前环球股债混合型中仍仅有一只融通丰利四分法，

元现钞以 8.2%的收益领跑同类。环球政府债亦取得不错的收

这是一只 FOF 产品，按契约规定，其将资产均衡配置

益，花旗全球政府债券指数全年收益为 1.99%，美银欧洲政

于美国高息债、能源类高分红股票、亚太高息股票，

府债券和巴克莱美国国债的涨幅分别为 3.5%和 7.66%。但总

及亚太 REITs 四类资产。该产品成立于 2013 年 2 月，
2014 年的回报为 1.96%

环球债券
名称

2014 年回报（%）

花旗全球政府债券指数

1.99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 QDII - 美元现钞

8.20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 QDII - 美元现汇

8.20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 QDII - 人民币

6.01

富国全球债券(QDII-FOF)

-0.11

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 QDII - 美元

1.17

广发亚太中高收益债券 QDII -人民币

-0.90

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益债券 QDII

1.08

华夏海外收益债券 A（美元份额）

1.70

华夏海外收益债券 A（人民币份额）

-0.38

华夏海外收益债券 C（人民币份额）

-0.68

鹏华全球高收益债 (QDII)

6.61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环球股债混合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
业绩。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报告内容的版权归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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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2014 年回报（%）

融通丰利四分法(QDII-FOF)

1.96

数据来源：Morningstar 晨星
注：回报率均以人民币计算，2014 年度回报率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免责条款：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或评论不会发生任何变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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