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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96 年，Charles Dow 创建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目的是解答 “今天

市场状况如何？”这个疑问。他将 12 只复杂的股票归纳成一个简单的数字，为所有人

打开了投资股市的大门。 

 

几十年后，标准普尔推出了标普 500 指数，把这个概念扩大。标普 500 指数的创始人

认为，通过跟踪更广泛的大市值公司，他们创建了更能反映美国股市状况的指标。

一场投资革命就此掀开。 

 

 

如今，标普 500 指数是世界上最受重视的股市指数。截至 2013

年末，以其为基准的资产达到 7.1 万亿美元。标普 500 指数的发

布者标普道琼斯指数每天计算超过 100 万（是的，100 万）只截

然不同的指数。这些创新的基准指数提供的信息涵盖广泛，从重

要的经济统计数据，到大量且日益繁多的指数投资产品的蓝图。 

 

标普道琼斯指数（麦格希金融集团 McGraw Hill Financial 与 CME 

Group 于 2012 年组建的合资公司）首席执行官 Alex Matturri 表

示：“这些指数经历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从最初反映美国

股市状况的指标，演变成包含范围更广泛的资产类别、地区和投

资策略，并成为 ETF、共同基金和衍生工具等可投资产品的基准

。” 
 

 

 



 

 

 

 

100 万只指数听上去很了不起，但标普道琼斯指数的成

功并非源自其产量，而是因为它构想了许多新的理念

。每只指数都要求分析投资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先

见之明创造从未发现的机遇，以及将理念转变为可投

资市场的技能。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管理 3,100 亿美元的交易所买卖

基金（ETF）基于标普道琼斯指数创建的指数，该公司

的 David Mazza 表示：“创新的能力在于发现问题，然

后找出利于当下、功在未来的解决方案。 

 

从标普道琼斯指数构建指数的方式，我们知道它们将非常稳健。” 

 

 

指数现象 
 

投资者越来越青睐被动投资，即购买其表

现跟踪一个基准的证券，而不是向“主动”选择股票

、债券或其他证券的理财经理支付费用，这一演变

更加推动了指数化投资的热潮。多年来，主动管理

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而被动投资则乏人问津。  
 

但主动管理策略却频频失准。广受重视的标普指数

与主动基金表现评分卡（SPIVA）显示，截至 2013

年的五年，在所有主动管理的美国国内股票基金

中，接近 61%的基金跑输标普综合 1500 指数。 

 

 



 

 

 

即使是投资实绩打败过标普 500 的股神巴菲特，也质疑选股的价值。 

 

巴菲特在 2013 年致股东信中写道：“非专业投资者的目标不应是成为选股赢家，他或

他的‘帮手’都做不到这一点，而是应持有总体向好的跨板块公司。低成本的标普 500 指

数基金将实现这个目标。” 

 

为什么股神如此推崇指数投资？原因在于成本。Vanguard 的计算显示，管理费吃掉很

大一部分回报。假设一笔 10,000 美元的投资，管理费率为 0.26%，年回报率为 6%（回

报再进行投资），25 年后，这笔投资将增至 91,537 美元。如果将管理费率提高到

0.9%，回报将減少近 15,000 美元。难怪 Strategic Insight Simfund 与 Wells Fargo 

Securities LLC 汇编的数据显示，自 2003 年 11 月以来，投资被动管理基金的比例增加

了一倍。 

 

ETF（跟踪指数但表现与股票相近的证券）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需求。道富环球投资管

理公司于 1993 年推出美国第一只 ETF，称之为标准普尔 500 综合指数预托证券（或

SPDR），首个 ETF的代号为 SPY。跟踪标普 500 指数的产品主要被机构投资者视为

策略性工具。 

 

标准普尔（标普道琼斯指数的前身）与道富合作，通过推出其他产品，例如将标普

500 指数分割为专注于九个板块的指数，使一般投资者易于使用 SPY。 

 

在道富担任 SPDR ETF 和 SSgA Funds 研究主管的 Mazza 表示：“这种增势如星火燎原

一般。” 

 

ETF.com 显示，二十年后，截至 2014 年年中，投资 SPY 的资金规模大约有 1,700 亿美

元。截至 2014 年 6 月，共有 612 只 ETF 基于标普道琼斯指数的指数，管理资产规模达

到 7,190 亿美元。 

 

Mazza 表示：“标普和道富构建产品的方式为整个 ETF 行业打下了基础。” 

 

更广泛而言，指数的增多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分析和信心，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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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令标普道琼斯指数具有创新力？ 

即使聪明如巴菲特，也未必能预知指数化投资的表现。但创建一只稳健的指数

需要独特的才能。洞察市场的能力非常重要。 

 

为 Guggenheim Investments 创建 ETF产品的 Jordan Farris 表示：“标普道琼斯指数善于

与客户合作，讨论市场上未获满足的需求。这家投资组合管理公司拥有 150 亿美元资

产以标普道琼斯指数作为基准。“他们设法在没有可投资选择的领域找到制胜市场的方

法。” 

 

Guggenheim 与标普道琼斯指数每年举行一至两次会议，讨论市场的概况。他们相互交

流从日常经验中积累的心得和体会，然后缩小讨论范围，得出产品理念。 

在一次这样的头脑风暴对话中，Guggenheim 提及投资者无法有效地区分标普 500 指数

中的成长或价值股票。因此，标普道琼斯指数帮助建立了 Guggenheim 的纯风格系列；

这是由六只 ETF组成的组合，包含从标普 500 指数中甄选出的最有价值或增长主导型

股票。 

 

标普道琼斯指数通过类似的合作，亦明白投资者不了解债券基

金的结构，债券基金不具有直接购买债券的两大优势：1) 保证

到期时能取回本金；及 2) 从息票中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但直接

投资于债券存在自身的风险，包括占个别地方政府债券交易费

用平均 1.7%的隐藏成本（2013 年标普道琼斯指数研究显示）。 

 

标普道琼斯指数的固定收益全球主管创建了一个更佳的方案

S&P AMT-Free Municipal Series 2021。地方政府债券指数由在特

定年份到期的不可提早赎回债券组成。由于任何根据该指数的

投资最终是一组多元化的债券，因此可用作时间敏感财务目标

（例如上大学或退休）。如同录影机简化了录影电视节目一

样，该指数的发明令生活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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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全球机遇 

建立密切的客户关系亦有助于标普道琼斯指数创新并满

足全球市场的需求。标普道琼斯指数策略和全球股票指数部董

事总经理 Alka Banerjee 每年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出差。

走出其纽约办公室，Banerjee 发现了许多适合被动投资的成熟

地区。 

 

例如，拉丁美洲市场看似耳熟能详，但秘鲁、智利和哥伦比亚

的当地联合交易所并无可代表该快速增长的区域市场的指数。由

于经常出行，Banerjee 能够更深刻了解当地投资者的心理。 

 

最近去南非旅行后，Banerjee 表示：“南非投资者热衷于将资金投入泛非洲市场。虽然

南非有相当成熟的机构投资者社区，但非洲大陆许多国家都沒有标准化的地区指数。” 

这一分析促使标普道琼斯指数于 2014 年 5 月推出 14 只新的股票指数，涵盖标普全非

洲指数（S&P All Africa Index）的 13 个国家，使标普道琼斯指数仅在 2014 年上半年在

非洲推出的新指数数量就达到 29 只。这标志着投资者可使用迄今为止非洲（众多新兴

经济体之家）最深入和最广泛的指数组合。 

 

除应对需求外，某些指数实际上可带来新的投资者。由于伊斯兰教教法禁止投资者就

并未实际拥有相关资产的证券进行投资，因此穆斯林投资者向来疏远指数投资。为吸

引穆斯林投资者，标普道琼斯指数采用基于遵守伊斯兰教教法的编制方法，推出了伊

斯兰教法指数组合。如此一来，一个全新的投资者社区便诞生了。 

 

标普医疗索赔指数（S&P Healthcare Claims Index）是公司发掘出的一种全新方法，用

以衡量美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引入平价医疗法案以来，该指数率先反映出

6,000 万个人（约占美国全部医疗服务付费人口的 40%）的实际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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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念转化为指数 

无论新的理念如何令人赞叹，如果指数不能切合投资者的

需求，就无法获得成功。在现今波浪起伏的市场中，投资者

尤其关注低波动性的选择，以期获得平稳的回报。许多指数

编写者采用“黑盒”法（例如最小方差），该方法涉及大量数

学运算，从而减少整个标普 500 指数的波动。 

 

 

但标普道琼斯指数选择了更简单的途径：将标普 500 指数的范围缩小至 100 只波动性

最低的股票，创建出标普 500 低波动率指数（S&P 500 Low Volatility Index）。 

 

标普道琼斯指数的指数投资策略和数据服务部董事总经理 Jamie Farmer 表示：“我们使

低波动率指数化的方法更加简明，而且易于解释。” 

 

要成为可交易指数，指数亦必须持有可随时买卖的高流动性相关资产。高杠杆的银行

贷款创造的浮动利率产品可吸引追求收益的投资者，但他们很难获得因为许多贷款工

具无法在二级市场上觅得。标普／LSTA 美国杠杆贷款 100 指数（S&P/LSTA U.S. 

Leveraged Loan 100）根据这一需求，通过选择 100 只数额最大的未偿贷款，让该指数

反映出一般市场状况，并跟踪约占整个贷款市场交易量 25%的贷款。 

 

Guggenheim 的 Farris 表示：“标普道琼斯指数擅于根据我们可实际研发的可投资产品

创建指数。” 



 

 

忠于透明度 

最重要的是，指数制定方法的本质必须对每个人都是透明的。如果投资者在任

何时候都能知道指数包含的成分股及该指数选择这些相关资产的方法，那么投资者会

倍感安心。主动管理基金无法达到相同的透明度水平，原因在于难以即时知道基金持

有什么资产或管理团队如何作出决策。 

 

标普道琼斯指数的一贯立场是，指数在计算时应不受任何旨在跟踪该指数的投资产品

影响。如果指数与跟踪该指数的投资产品由同一家机构管理，有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

。 

 

道富的 Mazza 表示：“与标普道琼斯指数等知名伙伴合作，我们受益匪浅。其指数存在

已久，品牌闻名遐迩。” 

 

基准指数本质上仍是一种教育手段。 

 

Rieger 表示：“我们发布的指数必须为投资者提供额外信息，以便对市场或场外交易

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良好的决策。指数可提高投资者的决策能力。” 

 

为实现此目的，公司提供大量不偏不倚的信息 — 网络研讨会、文章和数据 — 任何人

都可在公司获奖的网站 www.spdji.com 上免费查看。 

 

http://www.spdji.com/


 

 

未来的发展方向 
 

尽管已经有逾 100 万只指数，标普道琼斯指数认

为仍然有无限的创造空间。 

 

机构投资者每天不断发掘使用指数的新方法。人们越熟

悉被动投资，要求就越复杂。例如，以因子指数构成的

ETF（有人称之为另类贝塔 ETF或者策略贝塔）近年得

到良好的发展。根据 BlackRock Research 的数据，2013

年全球策略贝塔现金流量约为 650 亿美元，占全球行业

现金流量的近三分之一。广义上来说，基于因子的指数

旨在捕捉有別于传统市值加权基准(如标普 500 指数)的表

现特征。 

或者，正如标普道琼斯指数的 Farmer 所言：“它就是将

10 年前投资者付费让基金经理做的事编为指数。” 

 

他表示：“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保证最好的表现，而是努力

为投资者的命题创造出更强大、更深入的工具组合。” 

这类工具组合需要得到更大的发展。被动投资在过去十

年中可能已经翻了一番，但指数基金和 ETF仅占全部资

产总额的 26%。 

 

这意味着存在足够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多的创新机会。

标普道琼斯指数的客户因为这两大原因而倚赖该公司。 

道富的 Mazza 表示：“标普道琼斯指数的魅力在于，他们

不是只夸夸其谈，而是通过深思熟虑找出获得指数回报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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