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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本产品以境内固定收益类产品为核心，以境内权益类产品、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

境外权益类产品等为卫星，采取护本策略，力求努力控制下行风险和组合波动性，

通过在不同市场周期对于不同大类资产和投资风格组合产品之间的组合配置，实

现产品资产在中长期内的保值增值。具体如下：境内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

债券类产品、准债券类产品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为产品资产净值的 50%—

100%；境内公募基金、券商集合计划、阳光私募、专户产品等非固定收益类资产

和 QDII 类组合产品投资比例为产品资产净值的 0—30%。

本产品设置业绩回补机制，若本产品扣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和后的季度年化收益

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 1 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2%”，则触

发业绩报酬回补机制。光大银行须以本年度累计提取的业绩报酬对于季度年化收

益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 1 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2%”的

差额进行回补，回补上限以产品本会计年度累计提取的业绩报酬为限。本产品所

称的会计年度为每年的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回补日期为每季度季末月（3月、

6月、9 月、12 月）的业绩报酬计提日，在当月开放日持有份额数大于 0 的客户

享受回补调整。

颐享阳光 A 和颐享阳光 B 月度年化收益率波动图

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13 年 7 月
报告日期 2017 年 11 月
当前规模 9.1 亿元
当前净值 颐享阳光 A 1.2156

颐享阳光 B 1.2299
投资策略 固定收益和权益类多头

策略

投资经理

李 伟

李伟先生拥有十余年金融产品研发经
验，具有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目前
主要负责中国光大银行“颐享阳光养
老理财产品”投资管理工作和市场研
究工作。

颐享阳光 A 和颐享阳光 B 月度年化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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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比例

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颐享阳光 A养老理财产品固定收益及准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比例约为 66％，权益类资

产的投资比例约为 28％，银行存款的投资比例约为 6%。颐享阳光 B 养老理财产品固定收益及准固定收益资产的

投资比例约为 84％，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约为 11％，银行存款的投资比例约为 5%。颐享阳光 A 的权益资产配

置比例高于颐享阳光 B，其风险和波动性相对更高。相比 10 月,养老产品资产配置比例无重大变化,但是由于市场

出现下跌,因此收益出现较大波动。

产品收益情况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光大颐享阳光 A 养老理财产品（EB1301）本月每万份单位收益为-52.4220 元，11

月月度年化收益率为-6.38%，累计单位净值为 1.2156 元。颐享阳光 B 养老理财产品（EB1302）本月每万份单位

收益为-1.1051 元，11 月月度年化收益率为-0.13%，累计单位净值为 1.2299 元。

本产品所称 11 月为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始至 11 月 30 日止的区间。11 月 1 日至 11 月 16 日，颐享阳光 A 上

半月每万份单位收益为 44.2192 元，颐享阳光 B上半月每万份单位收益为 28.1999 元。11 月 17 日至 11 月 30 日，

颐享阳光 A 下半月每万份单位收益为-96.6412 元，颐享阳光 B下半月每万份单位收益为-29.3050 元。

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7 年 11 月，国内金融市场呈现出股债双杀走势,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产品净值普遍出现下跌。养老产品净

值在 10 月出现较多上涨，在 11 月（下半月）出现一定幅度回撤。总体而言，10 月的上涨幅度依然高于 11 月的

下跌幅度。我们在 10 月月报中提示投资者，“这种涨幅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未来可能无法持续，敬请投资者调整

收益预期”。鉴于短期市场波动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投资者应淡化短期的市场波动，以长远眼光审视市场的

风险和收益，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做好资产配置工作。

国内债券市场方面，2017 年 11 月，中债总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为-0.27%，信用债、企业债出现明显调

整。其中，中债国债总财富指数收益率为 0.43%，中债企业债总财富指数收益率为-0.66%，中债信用债总财富指

数收益率为-0.37%。2017 年以来，中债总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为-1.30%。

债券收益率的上行，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了资管新规的潜在影响。对于未来债券市场走势，出现了较为明显

的分歧，部分投资者认为债券市场具备良好的配置价值，未来收益率将出现下行，而部分投资者认为债券市场未

来走势并不乐观，仍需耐心观察。

中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2008.07-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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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股票市场方面，2017 年 11 月，万得全 A 指数收益率为-2.95%，自 6 月以来的持续上行态势出现中止。

11 月，上证指数收益率为-2.24%，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0.02%，中证 500 指数收益率为-4.52%。2017 年以来，

万得全 A指数收益率为 5.21%。上证 50 指数、沪深 300 指数表现好于中证 500 指数、创业板指数，大型权重股票

表现好于小市值股票。

在过去 11 个月中，万得全 A 指数有 6个月维持上涨趋势，有 5 个月出现小幅下跌，月度涨跌幅介于-3%至 5%

之间，相较历史的波幅出现较大程度下降，成交量也相对温和，A 股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估值中位数也

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市场运行和投资者行为中没有出现经典的泡沫迹象。

截至报告日，2017 年，A 股市场约有 23%的股票出现上涨，约 76%的股票出现下跌，股票之间的分化趋势非

常明显。部分 2015 年大热门的创业板股票跌幅达到了 70%-95%，当年的热门基金也多折戟沉沙，而当年为市场所

抛弃的上证 50 指数等大盘权重股却走出了持续两年之久的牛市行情，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每一个投资者深思。

万得全 A 指数走势图（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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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月度的月报中，我们与投资者一起回顾了美国市场各种大类资产的长期回报率，股票回报率显著高于

债券回报率，在过去数年，我国 A 股市场的年化回报率也是非常出色的，只是在年度之间的分布差异较大。如果

中国一直维持市场经济体制，且金融市场可以持续运行，我们相信，大类资产的回报差异或许也将呈现出类似于

美国市场的规律。对于养老产品而言，只有在承受一定波动性的情况下，适度配置股票资产才能提供长期良好的

回报，固定收益与股票资产的混合配置是实现长期目标的基础所在。

除非市场出现经典的泡沫化迹象或者重大事件等，养老产品一般会保持相对固定的资产配置比例，避免经常

性的择时行为，降低错误的频率。以目前固定收益市场和 A 股市场的现状而言，风险可控，但是由于央行收缩资

产负债表、估值持续高企和去杠杆等因素，未来预期的回报率可能较以前年度出现下降。在未来预期投资收益率

较为中性的情况下，养老产品维持目前固定收益和权益资产混合的模式是相对合理的。我们将密切关注市场的趋

势性变化，努力做好资产配置工作，寻求良好的投资机会，力求实现养老产品的稳健持续增长。

本报告是为投资者提供的参考资料。报告根据行业通行准则，以合法渠道获得信息，并力求报告内容准确可靠，但并不对报告内容及所引用

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本报告不能作为投资研究决策的依据，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我行

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本报告版权仅为我行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

和引用。我行对本报告保留随时补充、更正和修订的权利，以及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