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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日期 20051107 20051108 20051109 20051110 20051111 

基金净值（元） 0.8116 0.8145 0.8145 0.8036 0.8050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收益 

日期 20051106 20051107 20051108 20051109 20051110 20051111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元) 0.5462 1.3842 0.2956 0.9693 0.2787 0.2804 

7 日年化收益率(%) 1.917 1.943 1.942 1.977 1.973 1.977 

 
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大市进入阴跌状态，市场成交量极度萎缩，亏损股乘机反弹，而绩优股、低市盈率

股仍然受到市场抛压，展现出典型的弱市格局。11 月 10 日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等五部委

联合召开股权分置改革座谈，召集地方国企上市的 135 家公司积极制定股改方案并及时申

请。对具有象征意义的行政命令，市场反映平淡，转变目前空头氛围的迹象仍未形成。

  分行业来看，传媒类股继续领涨，深圳房价的猛然发力也支撑了房地产股的反弹，通

信服务和石化类股是另两个在上周市价上涨的行业，零售类股企稳，仅有微幅下跌；由于行

业内有多个公司经历股权分置改革，建筑施工、公用事业、钢铁类股平均跌幅超过 5％，即

便复权每 10 股 2.5－3 股的送股，下跌幅度也非常显著。       

  

表 1. 上证指数表现 

当日变动 当周变动 双周变化 一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当年变动 年中位置

0.17% -0.46% -0.69% -5.41% -5.04% -19.51% -13.92% 25.65%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5 年 11 月 11 日 

 
表 2. 基准－新华富时 A200 指数表现 
当日变动 当周变动 双周变化 一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当年变动 年中位置

0.16% -1.20% -1.35% -5.92% -7.81% -19.92% -13.54% 16.72%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5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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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华富时 A200 与上证指数走势比较 （2005 年 1 月 1 日－2005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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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 

 
图 2. 市场风格指标一周回报率 （2005 年 11 月 4 日－2005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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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 

 

最新产业动向及评述 

[动态]  

11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和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

意见》。             

[评述]  

在 CPI 连月走低的背景下，国家适时推出公共事业价格调整机制，为企业与当地政府

谈判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对于整体已经陷入亏损中的热电行业可谓是迟到的利好。值得关

注的是指导意见明确以煤炭到厂价为调整基准，同时提高了触发调整的幅度和时间宽度：煤

价变化幅度放宽为 10%；调整的基本周期延长为一年。       

 

[动态]  

上周五，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出台了四项措施，对商品房销售环节中出现的问

题进行规范。从通告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为增加商品房销售过程中的透明度，对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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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营销手段进行限制。       

[评述]  

在经历北京、上海房价热炒之后，深圳市明显加强了对商品房市场的管理，采取了更加

严格的销售管理制度。10 月初万科“17 英里”售楼处被业主砸毁事件也是由于开发商优先

照顾本地购房者和忠诚客户，反映出广东市场真实购买需求旺盛，而对比长三角地区，炒房

者较少。该项措施的出台也是为了规范市场操作，满足真实的住房需求。   

   

债券市场综述 

最新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经济热度并没有在调控下完全冷却，10 月末 M2 增幅同比达

到 18％，在上月的高位基础上再次提升 0.1％，比年初既定目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但增

速得到了有效遏制，这是在央行连续发行票据，回笼了 1300 亿元的背景下实现的；同期

M1 的增幅为 12.1％，增幅较上月提高 0.5％，显示货币流动性的提高；贷款方面，结构性

的调整就更为明显，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的比重下降，新增贷款中 85％是向企业主体的贷

款，显示新一轮的产业投资有启动迹象。          

 上周债券市场出现了今年以来幅度最大的调整。在 CPI 回升和关于国债回购方式调整

的传闻影响下，交易所市场一度出现了恐慌性下跌，各期限债券收益率回升幅度都达到了

15bps 以上，其中以跨市场的中期券收益率上升幅度最大。而央票发行利率也继续回升，3

个月和 6 个月利率还出现了倒挂，表明市场对未来预期略显悲观。     

 美国公布贸易逆差以及对中国贸易逆差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同时中美就纺织品贸易签署

协议，分别规定今后 3 年中国出口美国纺织品的年增长幅度，由于该协议较此前市场预测

的较高，被普遍认为对中方有利，因此猜测在即将布什访华的背景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将

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表 3. 债券市场表现 

当日变动 当周变动 两周变化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当年变动 年中位置

-0.03% -1.02% -1.42% -1.59% 0.07% 10.98% 10.28% 82.92%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5 年 11 月 11 日 

 
表 4.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11 月 11 日变化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1.6804 0.0159 0.1397 0.2768 -0.0120 -1.4726 
2y 2.1074 -0.0081 0.2146 0.4116 0.2440 -1.5573 
3y 2.4756 0.0246 0.2908 0.5061 0.2483 -1.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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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 2.9760 0.1146 0.3547 0.5030 0.1752 -1.6633 
7y 3.3057 0.1838 0.3418 0.3889 0.0800 -1.5969 
10y 3.6154 0.2150 0.2948 0.3027 0.0245 -1.4714 
15y 3.8871 0.2009 0.1947 0.3273 0.0750 -1.2752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5 年 11 月 11 日  

 
基金市场动态 

国内： 

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称不排除很快推出 QDII 可能  

在 QFII 投资额度在今年由 40 亿美元扩容至 100 亿美元之后，QDII 的脚步声也渐行渐

近。 11 月 12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邹林在上海参加“CFO 上海论坛 2005

年会”时表示：“国务院已基本认可合格境内金融投资机构(QDII)到境外资本市场去投资，

目前 QDII 具体实施方案正处于制订过程中。”    

邹林称：“QDII 具体方案将涉及 QDII 的标准如何界定、具体开放多少额度、资金如何

监控、许可投资的证券品种和比例限制。地域上，可能会利用香港市场的机制来实施 QDII，

最初被允许投资产品可能是固定收益类产品，这些投资产品信用级别高，风险系数也较低。”    

除了 QDII 外，邹林还透露，通过发行中国信托凭证(CDR)来处理外资上市的相关方案

也已处于研究阶段。CDR 是指在中国境内证券市场流通、代表境外有价证券的一种可转让

凭证，通常由境内商业银行担任存托银行，负责 CDR 的签发和注销，其相应的境外公司的

基础股票则存托于存托银行指定的托管银行，每一份 CDR 代表境外发行公司的若干股基础

股票。    

QDII 和 CDR 同属于资本交易项目中的证券投资类，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 7 大

类 43 项资本交易项目，我国资本交易项目中已经有 50%以上基本放开。    

邹林同时表示：“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资本交易项目开放已经有了大致框架，在

较短时间内实现基本可兑换，即 75%以上可兑换；而完全可兑换则还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开放将遵循‘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机构投资者后个人

投资者’的原则。”  

                                             摘自 2005-11-14【第一财经日报】 

 

股票基金密集发行，1800 亿增量资金有望入市  

3 日内连续两家 QFII 获准增加投资额度，有迹象显示，外汇管理局正加快 QFII 额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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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步伐；而股票型基金也重新迎来发行高潮，尤其是银行基金密集发行；此外社保基金、

企业年金、保险资金等都有增加投资的空间。专家预测，在未来的一年期间，约有 1800 亿

增量资金入市。   

QFII 额度审批提速 11 月 8 日，外汇管理局批准富通银行增加 QFII 投资额 3 亿美元，

11 月 10 日，美林国际又获批增加 QFII 投资额度 2．25 亿美元。 短短 3 天之内，批准 QFII

额度 5．25 亿美元，这一速度非常少见。而国家外汇局的一位官员则公开表示，QFII 的投

资额度审批将提速，不再会是两月才审批完一家 QFII 的投资额度。   

股票基金密集发行在 QFII 额度审批提速之际，股票基金也迎来发行高潮。联合证券基

金研究员表示，偏股票型基金的密集发行将给股市带来近百亿元资金，有利于股改的顺利完

成。QFII、社保、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这 5 类机构未来可入市的增量资金将达 1800 亿左

右，可以很大程度上支持股改对市场资金的巨大需求。   

首先，企业年金估计每年新增 800 亿—1000 亿左右，按目前规定，企业年金直接投资

股票的比例不高于净资产的 20％，理论上每年将带来 200 亿元的增量资金；其次，截至去

年底，保险资产总额约 12000 亿元，由于股票投资为 5％，如果按保费收入年均 20％的增长

速度测算，每年入市规模 200 亿左右；此外，社保基金入市资金在 200 亿元以上；QFII 新

增 30 亿美元（约 240 亿人民市）；基金增量资金在 1000 亿以上。业内人士认为，第四季度

应是长线资金建仓的理想时机，从整体来看，股市资金面可能呈现出较为平稳的状态，这不

仅有助于缓解部分机构年底抽离资金的压力，而且将在客观上为股改创造较为宽松的资金环

境。  

摘自 2005-11-12【中国基金网】 

 

基金投资销售业务需每季核查  

证监会日前向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监察稽核报告内容与格式

指引(试行)》(简称《指引》)。指引要求投资、销售、后台运营等重要业务环节必须每季度

进行核查。在董事会定期会议上应安排督察长报告公司监察稽核情况。  

   《指引》要求,监察稽核报告内容应包括督察长评估报告、季度监察稽核项目表、公司本

季度的基本情况统计表等内容。  

    证监会要求,各基金公司应当高度重视监察稽核工作。督察长可以根据监察稽核计划确

定每季度的监察稽核重点,并在季度监察稽核报告中予以说明。投资、销售、后台运营等重

要业务环节必须每季度进行核查。公司应当自每季度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将季度监察稽核报

告提交公司全体董事审阅,同时以电子文件形式抄报公司经营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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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每年度结束之日起30日内将年度监察稽核报告提交公司全体董事审阅,同时以电子文件形

式抄报公司经营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摘自 2005-11-11【上海证券报】 

 

国外： 

日本基金再成"金矿" 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日本基金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近期,日本经济露出复苏的迹象,消费支出不断改善,

出口也稳步增长；日本股市同时迅速攀升,日经平均指数最近几天再创年内新高,重上 14000

点,与日本相关的报道频频出现全球各大新闻媒体之上。而以投资日本市场为主的日本基金

也表现出众且备受投资人青睐。 

    在过去十年中,日本经济增长一直缓慢不前,偶尔还伴随着经济衰退,但其仍是全球最大

的经济体之一。日经平均指数虽然在近两年再上 1000 点,而且涨势惊人,但还不及 1989 年 12

月创下的 38915.87 点收盘纪录最高点的三分之二。 

晨星分析师格雷格认为,一个低于历史最高点的三分之二的市场,很自然被视为具有极大

潜力。因此,日本市场再次成为焦点也不足为奇了,而这也是最近资金大量流入日本股市,推高

日本股市走势的原因。根据晨星公司统计，日本股票基金今年三季度的回报率高达 18.20%,

成为国际股票基金中业绩骄人的群体之一。 

从美国市场看,日本基金成为近期最受关注的基金类型之一。虽然美国市场中投向日本

市场的基金规模都较小,但是根据美国金融研究公司(Financial Research Corporation)的统计,

在 2005 年 9 月份的基金资金流入排名中,日本基金在 50 多个晨星分类中排名第 8,遥遥领先

于那些规模较大、更受欢迎的国外大盘价值基金和国外大盘成长基金,甚至高于国内股票基

金的排名。 

     虽然日本股市的未来走势仍有待观察,但美国国际股票基金的基金经理们对目前的情

形已感欣慰。这些基金经理认为,以往日本股市上涨主要是投资者期望推动的,而最近一轮的

上涨则是建立在日本企业治理改善的基础上的。有明显迹象显示,许多日本企业开始采取措

施对其公司架构的问题进行改革,对影响企业停滞不前的守旧作风也有所改进。上述基金经

理还认为,日本经济结构较之前更优化,日本银行业改革也实现了实质性的进展。 

   而投资者对于日本市场的喜爱情绪仍在延续,机构投资者对日本在未来的发展也表示乐

观。美林 10 月份基金经理调查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对于日本市场的青睐加剧,其中 45％的

基金经理相信日本企业盈利预计增长,而 14％认为日本股票的估值偏低,而将近三分之一的

调查对象预期日元将升值,日元被认为为最被低估的主要货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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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市场看,基金经理也对日本市场表示看好。晨星九月份欧洲趋势调查显示,44％接

受调查的欧洲基金经理认为日本将成为未来12个月表现最好的股市,相对于今年一月份同样

的调查数据 21％,增长了一倍有多。                                         

      摘自 2005-11-8【上海证券报】 

  

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问：如果我办理了转托管，那么原先申请的定期定额申购是否也需要重新办理？ 

转托管业务并不影响您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如果您没有取消定期定额业务，原网点仍

然会每期从您指定的银行账户中自动完成扣款和申购申请。如果您希望在转入机构同时办理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则取决于转入机构是否开通此项业务。 

 

问：我想通过招商银行银基通业务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但招行反馈说目前不能办理这

项业务，我想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办理这项业务？ 

目前您可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营业网点办理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由于银行开通基金转换与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内部协调工作，因

此本次未在银行渠道开通这两项业务，目前我公司正在与银行方面协调此事，一旦准备就绪，

我们会提前在指定媒体与公司网站上刊登公告，敬请您留意。 

 

 

 

问：对于货币基金是否收益率越高就表示这只基金越好，是否也存在收益与风险的对称性 

呢？ 

货币基金的整体收益率与多种因素有关。目前看来，市场上大多数的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都相差不多。我们也建议投资人选择货币基金时，更关注基金是否提供了长期稳定回报，更

多关注收益率相对稳定的货币基金品种。 

 

客户服务类 

投资咨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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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货币基金节假日的收益是如何构成的？ 

在节假日期间，由于银行间市场停止交易，货币基金的收益都来自利息收入。因为停市

期间不能实现差价收入，因此货币基金的收益在节假日期间会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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