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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欧洲多国公布10月PMI数据，

多数好于预期，但西班牙数据较为疲

软，而英国数据大幅高于前值和预期，

令英镑应声走高40基点。　

11月3日-  大宗商品价格已暴跌至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由此引发的冲

击波横扫亚洲、非洲、拉美等许多资源丰

富的国家，很多一度仰仗能源或原材料出

口的国家风光不再。无论是“前超级大国”俄罗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巴西，亦或是尼日利亚、赞比亚等非

洲“小弟”，或者是“富得流油”的中东“土豪”，均未能在这场大宗商品导演的“腥风血雨”大片中独善

其身。

11月5日-欧盟委员会周四(11月5日)在最新经济预测报告中，下调了欧元区2016年经济增长和通胀率预估，但

其认为欧元区未来两年经济复苏步伐将略微加快，尽管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对欧洲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欧

盟委员会最新预测显示，将2015年欧元区GDP增速预期从1.5%上调至1.6%；将2016年欧元区CPI增速预期从

1.5%下调至1.0%。

11月9日- 美国劳工部公布了备受市场关注的美国10月份非农报告，10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7.1万人，

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从而推动失业率下降至5%的七年新低。有关专家表示，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进一

步支持了对于美联储将于下月加息的预期。市场普遍认为靓丽的就业报告数据基本上令美联储“锁定”于12

月份加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价格显示，美联储在今年12月份加息机率为72%，此前为58%。

11月11日-  欧洲央行(ECB)管理委员会委员维斯科(Ignazio Visco)周三(11月11日)称，欧洲央行将考虑下调

存款利率和调整资产购买计划，以实现通胀目标。“为了完成我们的职责，必须保持适度的货币宽松，”维

斯科在准备好的讲话稿中表示。其同时指出，“这可能意味着，正如以前所说的那样，调整APP(资产购买计

划)的规模、构成和期限。也将评估再度调降存款利率的可能性。”

11月12日-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欧元区和欧盟的失业率分别为10.8%和9.3%，

低于上个月的10.9%和9.4%，也低于去年同期的11.5%和10.1%。经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今年9月份的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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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降至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欧盟及其成员国最近几年所采取的促进就业措施开始生效。不过，欧

盟失业率目前仍处于令人难以接受的高位，欧盟及其成员国解决失业问题任重道远。

11月13日-美联储高官依然看好今年年内加息的前景。经济学家一边倒地预计年内启动加息。外媒最新调查显

示，90%以上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今年12月会加息，上月初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受访经济学家不这么看。

11月13日- 欧盟统计局(Eurostat)周五(11月13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由于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疲

弱，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放缓，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芬兰的表现均弱于预期。这加大了欧洲央行

(ECB)在12月份扩张刺激计划的可能性。

11月17日-欧元兑美元大幅走低逾1%并失守1.07关口，周二亚洲时段早盘进一步下跌，最低触及1.0659，创4

月15日以来最低水平。上周五，“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法国巴黎发动恐怖袭击，造成130多人死亡。极端分

子随后还发布声明，称将对德国、英国等国发动恐怖袭击。这令投资者对本已脆弱不堪的欧洲经济前景更加

担心。同时，欧元区通胀持续疲软，欧洲央行很可能进一步基础宽松措施来提振经济。倘若欧洲央行果真加

大“负利率”政策力度，欧元汇价几乎肯定会再次下行。

11月18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9月美国前五大持有国均削减了美债持有量，其

中中国大减125亿美元，持有量创七个月新低；日本大减199亿美元，持美债量创近两年新低。不过，比利时

所持美债规模增加了251亿美元。中国在9月持有的美债规模为1.258万亿美元，创七个月新低，较8月减少125

亿美元。日本所持美债规模为1.177万亿美元，创2013年10月以来新低，较8月减少199亿美元。

　

11月20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周五（11月20日）公布数据显示，英国10月财政赤字创出2009年同期以来的最高水

平，财政大臣奥斯本将于不到一周后发布一份关键的财政声明，对他而言，数据可称不上是好消息。数据显

示，不计公共部门银行的净债务数量为82亿英镑（125亿美元），上年同期为71亿英镑。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

预计为60亿英镑。政府收入下降1.8%，支出上升3.1%。

11月23日- 市场研究机构Markit周一(11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1月企业活动创下2011年中以来最

快增速，超过预期，因欧元疲软和企业降价行为帮助推动了新订单的增长。日内公布的德国和法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人(PMI)数据则显示，德国11月德国民间部门加速增长，但法国扩张步伐有所放缓。具体数据显示，欧

元区11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从10月终值54.0升至54.4，好于预期值54.0。欧元区该指数自2013年

7月以来就一直处在50荣枯分水岭之上。

11月25日- 美国10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增1.3%，前值1.3%，预期1.4%；环比持平，预期增1.5%。华尔街日

报点评称，此次PCE年率及月率双双不及预期，美国通胀水平已经连续42月未达成美联储2%的目标，其中美国

消费支出仅小幅增长，消费者倾向选择增加储蓄，这表明美国家庭对于消费持谨慎情绪，对物价上涨造成一

定程度的拖累，通胀仍是美联储12月可能加息的绊脚石。

11月27日-  欧元区11月经济录得2011年以来高位，服务业与建筑业的企业对经济前景较为乐观，暗示欧元区

经济增长在经历三季度放缓后可能开始提速；但该数据的多数调查结果来自巴黎恐袭之前，所以尚不确定企

业与家庭将如何回应该事件的后果。

11月30日-人民币成为SDR篮子中第一个来自新兴市场的货币，在世界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理论上人民

币已可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发达货币并列，人民币在SDR中权重最终被定为10.92%，超过了日元

（8.33%）和英镑（8.09%）。调整后美元权重从41.9%下降到41.73%，仍旧最高，欧元从37.4%下降到

30.93%。



2. 国内市场

11月1日 - 10月PMI指数与上月持平，仍为49.8，未如预期回升，仍为年内第二低；非制造业PMI降至年内最

低的53.1。PMI数据仍在荣枯线下，表明短期经济难言乐观。分析人士认为，制造业PMI没有更坏的消息就是

好消息，宽松周期仍在继续，四季度GDP增速持平上季将是最好的结果。数据显示，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国

内经济继续面临下行压力的环境下，中国制造业进出口形势仍严峻，小企业融资困难未好转，制造业下行压

力已影响到一些服务业活动。

11月2日 -新华社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徐翔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

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近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目前，相关案侦工作正在严格依法进行中。 

11月3日 –一份关于当前我国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悄然出炉。这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对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总体要求、任务目标，以及改革关

键领域作出整体设计。方案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农村改革要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

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5大领域。

 

11月5日 - 　国务院李克强总理11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用新

理念统领“十三五”规划编制；部署推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促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确定深化利率市场化

改革，完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决定精简优化企业投资和高速公路审批，推动扩内需惠民生。

11月6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这是未

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我们要全面把握新的目标要求，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统筹

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11月9日 –海关总署昨日公布我国今年1-10月进出口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9.93万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1%，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进口降幅则仍然比较明显，为15.2%。在业内专家看

来，外贸颓势将贯穿今年全年，全年外贸数据“转正”几已无望。

11月15日- 证监会发言人近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对于IPO重启，证监会将先按现行制度恢复前期暂缓

发行的28家公司中已经在交款程序中的10家公司上市，剩余18家公司将分两批发行。由于首批10家需要准备

补充材料，预计11月20日左右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机构估算，此28家IPO将冻结资金3.5万亿元，首批10家

冻结资金近1万亿元。

11月16日- 中国央行16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10月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和中国银行贷款总计35.69万亿元，较9月末的35.75万亿元减少656亿元。为央行2009年公布该数据以来首次

出现这种现象。

11月18日 –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减少，涨幅回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分别为27个和38个，分别比上月减少12个和1个；持平的城市个数分别



3. 后市展望

截止2015年11月底，11月官方制造业PMI依然在50以下继续探底，财新制造业PMI低位小幅回升，也依旧在50

以下，经济仍然偏弱。资金面依旧维持宽松，优质资产稀缺导致各类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显著下降。流动性充

裕推动风险偏好抬升。但监管对融资收益互换的监管再次刺激到投资者恐惧去杠杆的神经。人民币加入SDR

符合市场预期，投资者对汇率稳定的担忧有所缓解。如我们上一期月报所料，股市在11月出现了较大的震荡

行情，最后两三个交易日的下跌抹去了11月之前大部分的涨幅。在此位置，我们认为下一阶段指数依旧存在

大幅震荡的可能性，但下行空间有限，结构性行情依旧可期。未来风险点将主要来自于监管层去杠杆的力

度，IPO及注册制的推进速度，经济复苏力度，政府刺激政策，美联储加息等多重因素。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目前股票市场受制于经济低迷及成交萎缩的双重影响，下一阶段仍将维持震荡行情。各

行业估值差异凸显。我们会紧跟政府十三五政策指引，寻找受益于改革和转型的资产。在立足低估值蓝筹的

基础上，寻找能够代表未来经济增长方向的品种。

为10个和9个，分别与上月相同和比上月减少4个；下降城市个数分别为33个和23个，分别比上月增加12个和5

个。从涨幅看，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综合平均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0.2和

0.3个百分点。其中，一、二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持平转降，二手住

宅价格环比持平。

11月19日 –央行决定于2015年11月20日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对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隔夜、7天的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分别调整为2.75%、3.25%。虽然此次调整幅度较大，但当前货币市场的

隔夜和7天拆借利率分别在1.8%和2.3%附近，明显低于2.75%、3.25%。因此，分析师认为，实际影响有限，更

多是对市场预期的影响。SLF作为利率走廊的上限，意味着未来货币市场利率不会超过这一上限。

11月25日 –央行公布，首批境外央行类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成备案，正式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

这有利于稳步推动中国外汇市场对外开放。这些境外央行类机构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澳大利亚储备银

行、匈牙利国家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信托基金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涵盖

了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三种机构类别。以上境外

央行类机构各自选择了直接成为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境外会员、由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代理和由中国人

民银行代理中的一种或多种交易方式，并选择即期、远期、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中的一个或多个品种进行

人民币外汇交易。

11月26日 -　201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的中欧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旨在为双边经贸往来提供支持，并维护金融稳定。经双方友好协商，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

中央银行分别于2015年4月和2015年11月进行了动用欧元和人民币资金的测试，资金最终提供给部分中国和欧

元区商业银行。两次测试均顺利完成，流程顺畅，未来双方可根据需要即时启动互换操作。

11月27日- 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95.2亿元，同比下降4.6%，连

降5月，降幅比9月份扩大4.5个百分点。对此，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解读称，与前几个月相比，投资收益、

汇兑损失和石油特别收益金等对企业利润波动的影响明显减弱。10月份利润下降主要原因有：产品销售进一

步下降，单位成本和费用有所上升以及石油开采、钢铁、煤炭等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明显多方面的因

素。虽然工业总体利润下降，但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行业利润保持了较好增长。



除中德安联自己提供的数据以外，本报告中所包含的数据皆来源于中德安联认为可信的公开出版物，中德安联对其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

保证。所有意见均为报告初次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根据市场和其他条件随时改变；除本月度报告以外，中德安联不负及时更新的责

任。

账户既往的表现不代表将来的投资结果。中德安联不保证达到投资者预期的投资结果，投资结果可能低于预期甚至是负值，故本产品只

适合能够承受前述风险的投资者。

本报告中包含的意见不作为投资建议，将其作为投资建议并据之作出投资决定的结果由投资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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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27.0%

2.8%

6月
28.4%
27.0%
27.5%

5.3%

12月
6.5%
0.9%
5.9%
5.1%

本年



高

中

低

*风险指标

红色
投资收益波动大，力求较高回报。

黄色
投资收益波动适中，以求实现稳健回报。

绿色
低风险下，以保本为主。

备注：风险指标颜色的选定乃基于其投资项目的多项因素，包括旗下资产类别及其相应的目标比重。

资产配置和净值走势

债券(包括债券基金) 股票型基金现金(包括货币基金)

平衡型账户  资产配置平衡型账户  净值走势(自账户成立以来)

成长型账户  净值走势(自账户成立以来)

净值增长 业绩基准

投资目标
以研究为基础，通过对股票基金、固定收益证券的分散、优

化投资，达到资金中长期增值的目的。

目标客户
追求稳定投资回报，适合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客户。

基本信息(2015年11月30日)

基本信息(2015年11月30日)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本年 成立以来

本账户

业绩基准*

业绩表现(净值增长率)

平衡型账户

债券(包括债券基金) 股票型基金现金(包括货币基金)

成长型账户  资产配置

净值增长 业绩基准

投资目标
以研究为基础，采取主动投资策略，通过积极主动的管理

努力为投资者获取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目标客户
由于本基金投资积极进取，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客户。

基本信息(2015年11月30日)

资产配置和净值走势

账户规模 设立日期 2006-12-7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本年 成立以来

买入价 卖出价

本账户

业绩基准*

业绩表现(净值增长率)

成长型账户

*本账户业绩基准为：新富600指数×70%＋上证国债指数×25%＋银行活

期存款利率×5%

*本账户业绩基准为：新富600指数×40%＋上证国债指数×55%＋银行活

期存款利率×5%

账户规模 设立日期 2006-12-7 买入价 卖出价

账户规模 设立日期 2006-12-7 买入价 卖出价

投金世家

风险指标*
高

中

低

风险指标*
高

中

低

风险指标*
高

中

低

安益型账户

3.56亿元 1.8965 1.8593

85.9%

86.1%

3.3%

0.9%

15.1%

4.5%

-18.3%

-18.2%

33.4%

20.6%

26.8%

5.4%

65.9%

64.6%

0.8%

0.6%

5.0%

3.2%

-9.2%

-9.2%

18.2%

13.9%

14.5%

5.2%

0.26亿元 1.6919 1.6587

0.17亿元 1.3251 1.2991



备注：风险/回报指标颜色的选定乃基于其投资项目的多项因素，包括旗下资产类别及其相应的目标比重。

红色
投资收益波动大，力求较高回报。

黄色
投资收益波动适中，以求实现稳健回报。

绿色
低风险下，以保本为主。高

中

低

*风险指标

汇金世家/汇金世家II/安盈世家/安盈世家II/安盈丰瑞/安盈一生(团险)

资产配置和净值走势

债券(包括债券基金) 股票型基金现金(包括货币基金)

理财平衡型  资产配置
理财平衡型  净值走势(自账户成立以来)

投资目标
以研究为基础，通过对股票基金、固定收益证券的分散、优化

投资，达到资金中长期增值的目的。

目标客户
追求稳定投资回报，适合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客户。

基本信息(2015年11月30日)

基本信息(2015年11月30日)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本年 成立以来

本账户

业绩基准*

业绩表现(净值增长率)

理财平衡型账户

*本账户的业绩基准为：沪深300指数×40%＋上证国债指数×55%＋银行

活期存款利率×5%

债券(包括债券基金) 股票型基金现金(包括货币基金)

财富成长型  资产配置

投资目标
以研究为基础，采取主动投资策略，通过积极主动的管理

努力为投资者获取超越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目标客户
由于本基金投资积极进取，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客户。

基本信息(2015年11月30日)

资产配置和净值走势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本年 成立以来

本账户

业绩基准*

业绩表现(净值增长率)

财富成长型账户

*本账户的业绩基准为：沪深300指数×70%＋上证国债指数×25%＋银行

活期存款利率×5%

风险指标*
高

中

低

风险指标*
高

中

低

风险指标*
高

中

低

账户规模 设立日期 2007-5-18 买入价 卖出价

账户规模 设立日期 2007-5-18 买入价 卖出价

账户规模 设立日期 2007-5-18 买入价 卖出价

省心安益型账户

9.71亿元

27.6%

5.7%

5.8%

0.7%

16.2%

4.5%

-13.7%

-17.7%

37.6%

20.2%

30.8%

1.9%

1.3012 1.2756

39.3%

18.7%

2.6%

0.5%

7.9%

3.2%

-12.0%

-9.0%

24.4%

13.7%

19.2%

3.2%

3.29亿元 1.4208 1.3929

4.64亿元 1.3211 1.2951

财富成长型  净值走势(自账户成立以来)

净值增长 业绩基准

净值增长 业绩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