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人 持仓品种 代码
最新价
（元）

股数
（万股）

今日操作计划
现金

（元）
当前总资
产（元）

收益率
（%）

人生如梦 空仓 久吾高科27元、26元各买入1万股。 1212600 1212600 21 . 26

山野村夫
汇金通 603577 13 . 11 4

方直科技14 . 1元出掉3万股 269400 1198200 19 . 82
方直科技 300235 13 . 48 3

不见不散
恒华科技 300365 22 . 01 2 . 5

星源材质挂40 . 40元、41元、42元分别卖出5000股 14794 1149294 14 . 93
星源材质 300568 38 . 95 1 . 5

大爱一博 鼎龙股份 300054 11 . 84 9 . 35 持股 19672 1126712 12 . 67
山高水深 空仓 空仓 1100889 1100889 10 . 09
画龙点金 鲁北化工 600727 10 . 12 9 持股 164453 1075253 7 . 53

犇基金
中天科技 600522 10 . 10 3 . 7

涨7% 、9 . 9%各卖出1 . 8万股 408 1066612 6 . 66
华侨城A 000069 8 . 09 8 . 56

犇三 中国平安 601318 63 . 97 0 . 35 海螺水泥跌1%买入800股，跌3%买入800股。 72756 1018661 1 . 87
海螺水泥 600585 35 . 22 2 . 05

冲浪者 中科曙光 603019 50 . 33 0 . 6 中科曙光、天坛生物涨3%各卖一半，跌3%各买一半。404140 998920 -0 . 11
天坛生物 600161 29 . 28 1

格菲
葛洲坝 600068 8 . 06 6 . 8

持股 54 979829 -2 . 02碧水源 300070 18 . 37 2 . 35

菲菲
铁汉生态 300197 9 . 56 4 . 26

建发股份涨停板卖出3万股 446 978470 -2 . 15
建发股份 600153 11 . 28 5 . 06

三牛开泰 中国建筑 601668 8 . 53 3 . 28 持股 362 931506 -6 . 85
蒙草生态 300355 9 . 44 6 . 9

梦想起航
亨通光电 600487 33 . 93 1 . 22

持股 658 929818 -7 . 02
江苏租赁 600901 9 . 87 5 . 22

苗大侠 嘉凯城 000918 6 . 45 14 持股 22900 925900 -7 . 41

华荣
通富微电 002156 12 . 34 3 . 6

持股 31950 925590 -7 . 44晶方科技 603005 29 . 96 1 . 5
顺势 昆仑万维 300418 22 . 68 3 . 87 持股 766 878482 -12 . 15
良友 紫光国芯 002049 51 . 90 1 . 47 持股 2690 765620 -23 . 44
开赛日4月1日，起始资产100万元，业绩基准A股指数，基准日3318 . 71点。5月15日收盘3343 . 27点，涨幅0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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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A股6月1日正式纳入MSCI
（明晟指数）倒计时还有半个月，备受市
场关注的股票纳入“准名单”15日清晨
发布。这意味着，从去年6月A股纳入
MSCI的消息传出至今，相关准备工作
已基本就绪。15日发布的这份名单，是
A股正式纳入MSCI前最接近正式版
本的“准名单”。

234只A股股票“入摩”

MSCI是美国著名指数编制公
司——— 明晟公司的简称，是一家股权、
固定资产、对冲基金、股票市场指数的
供应商。目前绝大多数全球性基金都将
这些指数作为跟踪标准，特别是被动型
指数基金。根据MSCI估计，追踪MSCI
指数的资金总额达到3 .7万亿美元。
MSCI去年6月宣布，从2018年6

月开始将中国A股纳入MSCI新兴市
场指数和全球基准指数（ACWI）。
MSCI从2017年6月开始提供纳入的
模拟名单，去年9月、12月和今年3月
都进行过该名单的更新。
根据15日发布的公告，MSCI将分

两步将234只中国A股股票纳入MSCI
中国指数、MSCI新兴市场指数等体
系。第一步定于6月1日实施，纳入比例
为2 . 5%，纳入完成后中国A股市值占
MSCI中国指数、MSCI新兴市场指数
权重将分别达到1 . 26%、0 . 39%；第二
步将于 9月实施，纳入比例将提高至
5%。

将改善A股投资者结构

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大门正在越开
越大。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里程
碑，A股正式纳入MSCI进入倒计时，
未来将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哪些影响？
业界认为，短期来看，A股纳入

MSCI的增量资金规模不大，但应重视
A股正式纳入对市场风险偏好的正面
影响。

根据A股纳入MSCI的权重比例
和跟踪MSCI各主要指数的资金量，兴
业证券策略分析师王德伦测算，基于
2 . 5%的纳入比例，或将有90亿美元的
资金流入；基于5%的纳入比例，或将有
18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事实上，近期沪港通、深港通北上

资金已经呈现加速流入态势，4月净流
入达到386 . 5亿元人民币。从单周数据
可以看出，3月底以来北上资金出现持
续较强的六周净流入。
有分析指出，参考韩国案例，被纳

入MSCI新兴指数后，短期国际资本会
有流入，每次MSCI对于市场占比的扩
大也会对短期内的国际资金流入带来
积极影响，但中长期关联不大。
长期来看，A股纳入MSCI将促进

A股国际化，改善A股投资者结构，促
进市场制度和规则的进一步成熟完善
等。
在富达国际基金经理马磊看来，机

构性投资者倾向于进行长线投资，而非

短期炒作。在消费升级等的推动下，消
费、技术及工业板块在未来3到5年有
望实现持续而稳健的增长，因此有较大
机会成为机构性投资者的长线投资对
象。“目前中国A股市场的主要投资者
为散户，市场走势较多受到短期因素的
影响。随着A股正式纳入MSCI和进一
步开放，我们预计这一风格或会转变。”
马磊说。
MSCI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研究部

主管谢征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A
股向海外市场开放，就是要提高A股市
场的机构化程度，以此来提升市场质
量。“总的来说，A股被纳入MSCI，对A
股迈向国际化、进一步开放以及改善市
场投资者结构等方面都将起到正面作
用。”
业界认为，A股正式纳入MSCI将

继续扩大中国的金融开放，与世界分享
红利。同时，进一步促进中国从金融大
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

据新华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娄花 报道
本报5月15日讯 5月15日，由

青岛市国税局主办，市委市政府、市国
地税、西海岸新区工委管委多方共襄的
“融‘一带一路’ 优营商环境 助改革
发展”“税收双服务”签约仪式在青岛
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举行。
在启动仪式上，区国地税与青岛

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签署了
《优化营商化境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并与俄罗斯、德
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企业分别签
订了《落实税收诚信推定理念 助力
企业诚信发展税企合作备忘录》，向企
业代表赠送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支
持和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涉税工作服务
手册》。与此同时，国、地税驻园区税收
服务站揭牌。这意味着国、地税将合力
为园区企业解压力，释活力。
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

园）是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对外开放交
流与合作的窗口和平台，致力于打造
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四大引领性产业体系。为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园区发
展，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
园）重点加强多国别合作，提升园区承
载力。目前，中德生态园发展态势良
好，已成为中德两国政府间合作园区
典范；中英创新产业园一期已启动建
设，中俄地方合作园、中法工商创新基
地、中芬中心、中瑞中心等已启动。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开展以来，园区
坚持把新旧动能转换落实到项目上，
开展了“培育新动能百日再提升”主题
奋斗活动。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5月15日讯 立夏后，天气

日渐炎热，干燥导致口干舌燥，初夏时
节喝点利咽润喉、清热解暑的饮品对
身体大有裨益。前几日半岛优品惠举
办的罗汉果活动颇受欢迎，因有利咽
润喉、清肺止咳的功效让很多注重养
生的读者念念不忘。为了方便读者购
买，本周三起来南京路110号半岛都
市报社大厦一楼半岛优品生活馆即可
选购到罗汉果系列产品。
夏天喝罗汉果不仅清火而且生

津。罗汉果果实中含有 24种无机元
素，其中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和广泛
元素有 16种，是药食两用名贵中药
材。罗汉果营养价值高，有清热解暑、清
肺润肠和利咽润喉等功效，经常饮用可
调理身体。因罗汉果中含有一种比蔗糖
还甜的甜味素，但它不产生热量，也不
参与人体代谢，所以是糖尿病、肥胖等
不宜吃糖者的理想替代饮料。
为了让市民品尝到来自原产地桂

林的罗汉果，半岛都市报精选千烨罗
汉果本周来青邀请市民尝鲜。千烨罗
汉果基地从种苗培育、种植、加工等过
程均得到严格把控，从根本上杜绝农
残。这次给读者带来的不仅仅有罗汉
果，更有不同品类的罗汉果袋泡茶品、
罗汉果砂糖、晶糖供读者选择，全场罗
汉果系列产品12元起，现场另有热销
的罗汉果袋泡茶特惠30元，红茶、生
姜、菊花多重口味可选择，方便携带，
价格实惠。本周起您不仅可来半岛优
品生活馆选购，还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网上购买，购买满100元赠送两瓶罗
汉果健康饮品。咨询电话：80889658。

A股年报数据近期基本发布完毕，
今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突破万亿元大
关，创下历史新高。但整体看，A股上市
公司分红预期还不够稳定，且仍有一小
部分“铁公鸡”坚持不分红。业内认为，
需继续引导上市公司回报股东，培育A
股分红文化；对于“铁公鸡”，要督促上
市公司说明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对部
分未分红企业中可能的财务造假等违
法违规情形加强检查。
截至4月末，沪深两市共有3522家

上市公司披露2017年度业绩报告。其
中2699家发布现金分红预案，合计派
现1 . 13万亿元。除了这个令人心动的
数字，上市公司分红数据还透露出哪些
值得关注的动向？
———“现金牛”多了。上交所数据显

示，2017年沪市上市公司年报拟分红
总额达到8111亿元，明显高于上年度
的6823亿元，其中分红比例超50%的
有194家。中国神华、福耀玻璃等370

余家公司连续三年分红比例均在30%
以上。深市上市公司今年拟分红金额
3200亿元，同比增加62%，分红家数占
市场总企业数近77%。在万科、美的、深
赤湾、宁波银行等多家上市公司坚持分
红同时，“现金牛”队伍持续扩容。
———“铁公鸡”少了。不少过往不分

红的企业也开始分红了。沪市2014年
至 2016年三年间未进行现金分红的
199家公司中，38家在2017年披露现
金分红方案，其中20家现金分红比例
超过30%。在深市，此前连续9年未分
红的金路集团2017年推出每10股分
红0 . 4元的方案。广济药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 . 1元的
分配议案，也让十年不分红的广济药业
摆脱了“铁公鸡”称号。
整体上看，今年分红转积极，但仍

有少数“铁公鸡”仍然坚持不分红。梳理
公告发现，在沪市，70家今年未分红的
企业中，35家企业因公司业务特点、所

处发展阶段、未来资金需求等原因未进
行现金分红；在深市，104家多年未分
红企业中，有37家母公司和合并报表
未分配利润均为正，符合分红条件，但
公司称资金紧张、投资需要、盈利能力
较差等不进行分红。
随着现金分红增多、股息率提高，

中小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也可以更多地
转向价值投资。但另一方面，从目前看，
我国上市公司仍应将现金分红常态化，
给投资者以稳定、可持续的预期，让投
资者可以放心投。
“但相对于成熟市场，我国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还不够稳定，可预期性不
足。”无锡方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绍霞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还应从自身实
际出发，规定每年或每季度定期分红，
形成分红文化；投资者也应转变观念，
更多地追求价值投资，形成上市公司和
中小投资者相互尊重的市场氛围，使资
本市场走得更稳更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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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国地税
“搬进”国际经济合作区A股“入摩”准名单发布

234只股票等待入场

1.13万亿，A股分红创新高
仍有一小部分“铁公鸡”坚持不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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