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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国庆长假刚刚结束，公募
基金各类产品的前三季度投资成绩单
随之浮出水面。受益于基础市场，偏
股型基金今年以来取得正收益，但夺
冠者仍是大额赎回所致的“注水基”。

三只“注水基”位居收益榜首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各类基金的收益，QDII表现最强
劲，以13.95%的收益率继续领跑。而
受益今年以来国内权益类市场回暖
影响，股票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均取
得不错的正收益，年内净值平均分别
增长10.58%和8.23%。此外，货币基
金、短期理财产品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表现稳健，分别录得2.71%、2.62%和
1.70%的正收益。

具体来看，基金收益榜表现分化较
大。据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9月30
日，今年位居公募收益榜单“榜首”的是
华安新丰利灵活配置混合A、中融新经
济混合A、鹏华弘达混合A、招商中证白
酒B，这4只基金净值增长均超100%。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经过去年的
多次“洗礼”，很多投资者对基金涨幅
异常这些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华安
新丰利A、中融新经济混合A也未能
例外，它们分别于今年8月、4月出现
过单日净值飙涨，业内人士表示，华
安新丰利混合A、中融新经济混合A、
鹏华弘达混合A、包括华富元鑫灵活
配置混合A等多只基金之所以净值
暴增，主要是由于大额赎回所致，赎
回费在第二个交易日计入基金资产，

最终导致了这些基金单位净值飙升。
剔除了“注水基”，今年以来表现

最佳的股票型基金是国泰互联网+，
净值涨幅47.66%，其后为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今年以来净值涨幅为
46.58%。总体来看，前三季度收益率
较高的基金主要是配置了蓝筹龙头
股、新能源汽车等强势板块以及表现
较好的港股。不过同时亦有数十只
偏股型产品业绩为负，其中表现最差
的基金同期亏损幅度在23%，首尾业
绩差超过70%。综合基金表现来看，
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和行业机会把
握能力，成为决定基金业绩表现的主
要因素。

港股、美股概念基金领跑QDII
今年QDII继续表现上佳，同花顺

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5只QDII基
金超过40%。其中，华宝兴业中国混
合基本锁定QDII前三季宝座，该基金
今年以来的收益已达到48.60%，此外
交银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嘉实全球
互联网的收益均超过40%，位居前列。

在业内人士看来，重仓港股是
QDII基金胜出的关键，另外，纳斯达
克指数今年的表现，同样为QDII基金
贡献了不少的业绩。

投资市场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
家愁，今年前三季QDII基金也有负收
益产品，大多集中投资在大宗商品
上，华宝兴业标普油气人民币份额和
美元份额分别下跌20.73%和17%，此
外，国泰大宗商品、南方原油、诺安油
气能源、信诚全球商品主题、华安标
普全球石油等基金跌幅均超过10%。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10月8日，复星医药发
布公告称，复星医药10.91亿美元收
购 印 度 仿 制 药 企 业 Gland Phar-
ma74%股权的交易于10月3日完成
交割，Gland Pharma将纳入复星医药
合并报表范围。交易还包括依据抗
凝固剂依诺肝素在美国上市销售情
况所支付的不超过2500万美元（约
合1.66亿元）的或有对价。

这起交易案刷新了中国药企海
外并购金额纪录。交易始于2016年
7 月底，当时复星医药拟以不超过
12.61亿美元（约合84.81亿元）收购
印度制剂公司 Gland 约 86.08%的股
权，交易还包括依据抗凝固剂依诺肝
素在美国上市销售情况所支付的不
超过5000万美元（约合3.36亿元）的
或有对价。交易需要经过Gland公
司股东大会、中国发改委等中国政府
部门、印度反垄断部门、美国反垄断
部门的批准，因此交易终止时间一拖
再拖。第一次宣布收购时，复星医药
预计2017年1月27日完成，后延期
至2017年4月24日，第二次延期至

2017年7月27日，第三次又延期至
2017年9月26日。

Gland Pharma 成立于1978 年，
总部位于印度海德拉巴，是印度领先
的注射剂仿制药品生产制造企业。
Gland Pharma是印度第一家获得美
国食药总局批准的注射剂药品生产
制造企业，并获得全球各大法规市场
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其业务收
入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洲。Gland
Pharma目前主要通过共同开发、引
进许可，为全球各大型制药公司提供
注射剂仿制药品的生产制造服务等。

复星集团联席总裁、复星医药董
事长陈启宇表示：“中国和印度在制药
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以复星医药和
Gland Pharma为代表的中印药企的资
源嫁接将有利于推动中国药企在研发
创新及仿制药出口等方面的国际化步
伐。”Gland Pharma的管理团队表示，
与复星医药的合作将促使公司为印度
生物医药市场做出更大贡献，并预示
着医疗行业强劲的增长前景。除了能
加快Gland Pharma公司的发展步伐，
这一合作关系还将促进印度制药行业
在中长期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财政部公布了2017年
第四季度国债发行计划，四季度将发
行22期记账式附息国债、15期记账
式贴现国债、4期储蓄国债。其中，
记账式附息国债发行数量将上年同
期和第三季度均有所增加。

具体来看，今年第四季度计划发
行记账式附息国债22期，10月、11月
和12月分别安排发行8期、8期和6
期；从期限上看，1年、3年、5年、7年和
10年期关键期限品种将分别发行3
期、3期、5期、3期、3期，另将发行2期2
年期、2期30年期和1期50年期品种。

今年第四季度还将发行15期贴
现国债，储蓄国债方面，今年10月将
发行2期电子式储蓄国债，11月将
发行2期凭证式国债。

华创证券分析师吉灵浩分析认
为，四季度国债发行量创历史同期新

高，供给压力难以缓和。由于今年前
三季度国债发行节奏偏慢，其预计四
季度国债净发行规模将达到6144.57
亿元，总发行量将达到 10098.85 亿
元，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而在金融债方面，吉灵浩表示，
今年金融债发行节奏较去年明显偏
慢。截至三季度末共发行25767.9亿
元，这意味着四季度政策性金融债发
行规模或将超过万亿，达到10962.1
亿元，单季发行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在地方债方面，吉灵浩预计，根据今
年的财政预算，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一
般债发行规模8300亿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发行规模8000亿元，因此今
年新增地方债规模就达到 1.63 万
亿。即使最保守假设，今年新增地方
债和置换债规模之和持平于去年，考
虑到前三季度地方债发行总额仅为
3.53万亿元，四季度地方债发行总量
将达到2.51万亿元。

公募基金前三季成绩单出炉

偏股基金前十名收益均逾四成

四季度国债发行计划公布

复星医药收购印度仿制药企业
刷新中国药企海外并购纪录

记者9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
到，自去年7月1日我国全面推开资
源税改革以来，改革正向调节效应凸
显，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为符合
条件的企业减免资源税近42亿元，
推动资源行业健康发展。

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之
一，资源税改革于去年7月1日全面推
开。一年来，资源税利用税收杠杆，有

“限”有“奖”，对资源消耗高、污染环境
的增加税收成本，对节约资源、利于环
保的给予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提高资
源利用水平，助力企业生产转型升级。

在铁矿石丰富的山东省莱芜市，
自资源税改革以来，全市共减免铁矿
石资源税1908万元，占全部铁矿石

资源税6052万元的31%。“这次改革
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为企业建设绿
色矿山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有力促进
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转型升级。”莱芜
市地税局局长杨永军说。

“资源税改革一年来，全国共为
符合条件的企业减免资源税近42亿
元，通过资源税收的调节作用，推动
绿色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税务系统将深入贯彻落实绿
色税收政策。

此外，该负责人透露，相关部门
正在全面总结资源税改革经验的基
础上，筹划稳步扩大水资源税试点范
围，推动资源税立法工作，进一步推
进资源税改革。 据新华社电

资源税改革一周年减税近42亿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

2017年前三季普通偏股型基金收益TOP10

基金名称
国泰互联网+股票

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

东方红睿华沪港深混合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H

东方红沪港深混合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A

东方红睿阳混合

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发起式

国泰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

交银稳健配置混合A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

基金管理人
国泰基金

信达澳银

东方证券

上投摩根

东方证券

上投摩根

东方证券

银华基金

国泰基金

交银施罗德

易方达基金

今年以来（%）
47.66

46.58

46.27

45.71

45.63

45.39

43.42

42.38

41.94

41.90

41.83

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
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85亿
美元，较8月底上升170亿美元，为
2014年6月以来最长连续增长时间。

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外汇储
备规模为31085亿美元，环比升幅为
0.5%。从前3季度看，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自今年1月触底后呈增长态势，
截至9月底实现了连续8个月回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稳
定向好，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稳
步回升提供了根本保障。前3季度，我
国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
整不断深化，质量效益持续提高，经济
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

双向波动、稳中有升，跨境资金流动趋
于稳定有序，国际收支呈现基本平衡，
促进了外汇储备规模稳步回升。

数据显示，与年初相比，9月末外
汇储备规模上升了980亿美元，升幅为
3.3%，而上年同期下降了1640亿美元。

专家表示，9月，我国跨境资金流动
和境内外主体交易行为进一步趋于稳
定和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汇率
和资产价格涨跌互现，外汇储备投资总
体升值，推动了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健认为，9月上旬，国际金融市场上
非美货币相对美元总体升值，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也继续走升，进一步刺激
市场主体结汇热情。 据新华社电

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环比上升17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