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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0604 20070605 20070606 20070607 20070608 

基金净值（元） 0.9757 1.0173 1.0278 1.0649 1.0762 

累计净值（元） 2.8194 2.8610 2.8715 2.9086 2.9199 

业绩比较基准：90％×新华富时中国 A200 指数＋10％×同业存款利率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收益 (360003) 

日期 20070603 20070604 20070605 20070606 20070607 20070608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0675 0.9022 0.5194 0.4798 0.4698 0.4355 

7 日年化收益率 (%) 2.2180 2.1450 2.1170 2.1280 2.0790 2.0410 

业绩比较基准：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的税后利率 

 

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净值 (360005) 

日期 20070604 20070605 20070606 20070607 20070608 

基金净值（元） 2.5125 2.6100 2.6473 2.7237 2.7464 

累计净值（元） 2.6525 2.7500 2.7873 2.8637 2.8864 

业绩比较基准：75%×上证红利指数＋20%×天相国债全价指数＋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净值 (360006) 

日期 20070604 20070605 20070606 20070607 20070608

基金净值（元） 2.0180 2.0780 2.1063 2.1694 2.1791 

累计净值（元） 2.1180 2.1780 2.2063 2.2694 2.2791 

业绩比较基准：75%×新华富时 A200 成长指数＋20%×天相国债全价指数＋5%×银行同业

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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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沪深 A 股市场先抑后扬，成交量略有下降。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8455.40 亿元，区

间涨幅为 0.21%；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4462.08 亿元，区间涨幅为 1.67%。涨幅较大的几类

行业是有色金属、采掘业、商业贸易、机械设备和家用电器，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信息

服务、金融服务、餐饮旅游、农林牧渔和食品饮料等。上周一 A 股市场继续呈现恐慌性杀

跌现象，周二大盘开始企稳，随后市场震荡上扬，重新回归上升通道。 

印花税突然上调加深了投资者对政策导向的重新认识。目前 A 股市场的基本面依然良

好，上市公司盈利保持较高增长，流动性充裕状况无任何改变，我们认为市场会持续健康发

展，并对市场未来整体的趋势仍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在市场震荡上扬期间，我们继续坚持

稳健的投资策略，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力争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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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 -2.19% -6.38% -0.93% 33.64% 145.88% 46.26% 75.51%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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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6.92% -1.55% 5.97% 42.88% 187.10% 77.66% 86.58%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6 月 8 日 

 
表 3. 基准—上证红利指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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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1.15% -7.59% -1.83% 43.92% 189.30% 87.61% 58.29%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6 月 8 日 

图 1. 新华富时 A200、上证红利指数与上证指数走势比较 （2006 年 1 月 4 日－2007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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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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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市场风格指标一周回报率 （2007 年 6 月 1 日－2007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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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现券市场在流动性充裕和加息预期的双重影响下运行，央行较前个交易周增大了公

开市场的操作力度，全周回笼资金 680 亿元，投放资金 1050 亿元，净投放 370 亿元，但

各个期限央票的中标利率仍与此前中标水平持平，显示央行对于稳定目前短端中标利率水平

的意图。长端的收益率水平较此前水平也有小幅上升，但幅度相当有限，基本维持在 3－5

个 bp 的水平，市场目前的交投热点为一年以内的各期央票、金融债和企业短期融资券，长

端的交易仍较为清淡。 

资金方面，上周是新股发行的空档期，因此货币市场的资金相当充裕，主要商业银行、

基金、保险充当了资金的融出方，但由于新股发行有限，全周的回购利率处在近期较低的水

平，全周 7 天回购的平均水平基本维持在 2.4%左右的水平，显示短期市场资金量相当充裕。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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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0.17% -0.21% -0.88% -1.29% 0.81% -0.85% 3.89%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7 年 6 月 8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6-8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1y 2.5220 -0.1475 -0.2355 -0.2824 -0.4792 
2y 2.7259 -0.1337 -0.0400 -0.2403 -0.4945 
3y 2.8373 -0.0437 0.1304 -0.1436 -0.4318 
5y 3.1956 -0.0486 0.0852 -0.1819 -0.4843 
7y 3.6160 -0.1821 -0.1852 -0.3813 -0.6529 
10y 3.9767 -0.2333 -0.3092 -0.5328 -0.7296 
15y 3.9570 0.0539 0.0671 -0.3803 -0.4398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7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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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光大保德信：从弃股从基说到价值投资 

虚幻的繁华背后是天使还是魔鬼？事实说明了一切。中国股市的调整在指数到达一个

辉煌的新高点时如约到来。从 5 月 30 日开始，两市连续放量暴跌，股指下探 3400 点。哀

鸿遍野，无数散户数月的盈利付之流水。这次由于印花税提高所引发的调整无疑是市场对

投资者的一堂深刻的风险教育课。 

面对市场波动风险，已经有部分个人投资者开始重新平衡自己的投资准星，有媒体披

露，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在 5 月 30 日股市大跌当日，新增基金开

户数为 7.6 万户；而 5 月 31 日，新增基金开户数猛增了 5 倍之多，达到了 44.9 万户。与

此同时，A 股开户数开始下降。基金成为一些新股民“受伤”之后的理性选择。 

而为了满足投资者申购优质基金的要求，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旗下的优质基金——量

化核心基金明日将恢复申购业务，该基金 6 月 5 日净值为 1.0173 元。而光大保德信旗下的

另外一只优质基金——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最近又被晨星评级为五星基金，加上旗下的

新增长基金，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为投资者提供了较好的投资选择。 

光大保德信基金认为，基金公司拥有专业研究队伍，具有一般投资者无法比拟的优势，

因而能够取得超越一般投资者的投资业绩。在震荡的牛市中，选择基金投资无疑是个人投

资者趋利避害的最好选择。 

投资者选择“弃股从基”，直接原因在于基金作为组合投资的方式，坚持价值投资，防

风险能力强。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的三个交易日里，上证综指的累计跌幅达 7.75%，沪深

300 的累计跌幅达 8.85%，而有机构研究数据显示，全部偏股型开放式基金净值的累计跌

幅则在 5%以内。   

2007-6-7【东方早报】 

 

光大保德信王帅：绝对防御型股票已不存在 

5 月 30 日，财政部决定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至 0.3%，这是 1997 年以来财政部首次

调高股票印花税。这个政策导致近期市场再度大幅震荡，上周震幅超过 10%，对于这样的

大盘，基金经理是如何看待的呢？我们采访了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经理王帅，分享他对

大盘的看法及近期的投资策略。 

■大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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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蓝筹股将主导行情 

关于上周三因为印花税上调，市场出现较大幅度调整,王帅认为管理层不希望股市继续

过热，但之前的市场化的手段都不是特别奏效，印花税调整是半行政性的手段，短期看这

个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属于比较严厉的措施。从长期看如果效果不好，可能还会出台更严

厉的措施，比如征收利得税。但他个人认为征利得税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谈到未来市场走势，王帅表示，今年上半年走势并不比 2006 年下半年走得差，不同

的是，2006 年是蓝筹股的上涨带动指数上涨，而今年是中小盘股、概念股、低价股等黑马

股带动大盘上涨。2006 年股价上涨是因为很多股票过去超跌，2006 年恢复性上涨。他认

为 2007 年下半年将回归到蓝筹股主导行情的局面，合理预期之内、基本面好的上市公司

的股价在增长，不会有特别高的超额回报。所以 2007 年下半年的走势不会像 2006 年下半

年那么猛。除非下半年出现剧烈调整，否则 2007 年的表现和 2006 年不会有很大差距。 

■投资策略 

选择在合理估值下的成长股 

今年上半年，黑马股涨势很猛，但王帅操作的基金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投资策略。他表

示，ST、*ST、垃圾股连股票池都进不了，他管理的基金没有参与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操

作。他在选择股票的时候，偏重三个方面。首先行业的景气度要好。其次，公司的历史业

绩和管理层水平令人满意。第三，公司的产品要符合未来社会的需要。最后，估值合理。

把成长性和估值的安全性结合考虑，选择在合理估值下的成长股。 

新增长基金从成立到现在主要配置 3 个板块的股票：1.资源和资产类。从中国和全球

经济增长的需求来看，对资源和资产类的股票需求是比较大的，比如资源类的钢铁、有色、

石化，资产类的房地产等等。2.先进制造业，包括机械、精细化工业等。3.高端服务业，包

括银行股、高档白酒等。 

王帅介绍,在不同时期，基金的操作风格会有一些变化。像 2006 年下半年偏大盘蓝筹，

2007 年上半年偏小盘成长，从现在看，下半年的投资又在向大盘蓝筹靠。 

■投资风格 

强调配置和选股能力 

谈到自己的投资风格，王帅认为是偏稳健型的，从长期考虑配置股票，换手率比较低。

如果看好一只股票，就不会在意它的短线涨跌。如果是认为一定要做配置的股票，但可能

价格波动比较大，会逐步分几次买入建仓。 

现在市场处于高位，王帅通过选择估值水平有很大安全边际的股票来规避风险。他表

示不喜欢通过仓位的调整来降低基金组合的风险，因为现在市场很好，虽然有调整，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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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牛市到熊市的特征出现，如果减低仓位的话会造成比较大的收益损失，主要还是通过

行业和个股的配置结构来进行风险控制。王帅认为现在已经没有绝对的防御型的股票，像

原来传统认识上认为机场、高速公路等领域的股票是防御型的，但现在从估值水平上看有

些个股，像上海机场的市盈率在 40 倍左右，已经不低了。王帅理解防御的概念应该是从上

市公司的业绩比较确定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考虑大盘蓝筹就是防御型的投资品种。 

2007-6-4【京华时报】 

稳健投“基”赢未来 

刚刚经历了“5·30”的国内股市，一部分股票遭受重创，市场结构分化明显，而绩优

股相对抗跌。在这次股市暴跌之中，基金的表现相对稳健，一些坚持投资绩优蓝筹股的基

金成为投资者的“避风港”。对此，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股票投资总监兼光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基金基金经理常昊表示，“坚持长期稳健投资，长期购买和持有基金，是投资者应对在震

荡牛市的一个很好选择。从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来看，在震荡牛市之中，普通投资者由于

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有限，更适宜于投资基金。” 

常昊分析认为，从宏观经济面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向好，这是支撑长期牛市的

最根本因素。而持续增长的上市公司利润、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充分流

动性等因素，将有助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很长一个阶段内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虽然股市

在 4000 点之上出现较大调整，但鉴于支撑股市上升的基本因素都没有改变，长期来看还

是有相当多的投资机会。 

 “在长期牛市中，伴随指数上行的波动应是常态，而基金应付波动的能力要远胜于一

般个人投资者。”常昊认为，到了 4000 点以上，市场的波动会更加频繁，普通投资者对于

风险的识别能力，以及对个股大幅波动的防范能力都相对不足，而基金的投资团队在研究

能力、防范风险能力上则具有优势，从而避免了基金持有人财富的大幅波动。就投资股票

而言，基金采取组合投资的方式，这决定了基金在短期内的投资收益有可能不如某些强势

个股，但从长期来看，得益于资产管理专家的悉心运作，基金在长时间内的收益可能更加

平稳，投资者长期持有可望获得可观的收益。 

 “我们对于股市未来趋势仍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短期调整是夯实健康牛市的基础。

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我们坚持稳健的投资策略，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力争为投资者带

来长期稳定的收益。”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认为，目前 A 股市场的基本面依然良好，流动性

充裕状况没有改变，优质上市公司将是未来市场的关注焦点。 

据常昊介绍，光大保德信旗下的基金一直追求资产的长期稳健增长，以量化核心基金

为例，该基金在牛市的操作思路上，加大了对行业和公司的研究和选择，以金融、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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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业为主线，并关注持续增长概念，对一些增长性和股价增速配比较好的公司进行投

资。同时，投资组合防御市场风险能力也在不断强化，该基金在成功拆分扩大资产规模时，

市场处在相对高位，而常昊在构建投资组合时，积极配置了一些大盘蓝筹股以及一部分低

估值行业的个股，从而保证了在这次股市调整时，基金组合的波动率相对较小。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成立以来，已经为投资者创造了较好的业绩回报，而为了满

足投资者申购优质基金的要求，量化核心基金将在 6 月 8 日开放申购业务，经过前期拆分，

目前净值在 1 元附近。投资者可以到光大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

光大证券等网点进行申购 

2007-6-8【上海证券报】 

 

保德信金融集团申请 QFII 额度   

保德信金融集团国际投资部首席执行长兼董事长帕乐特（Stephen Pelletier）表示，该

公司正在等待中国政府批准其投资中国股市，希望获准建立一个面向亚洲散户投资者的基

金。  

帕乐特表示，相信保德信金融集团申请成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 QFII）将获批

准，该公司将在中国政府下一轮 QFII 投资额度配发中获得配额。  

QFII 机制允许获得批准的外国机构投资者交易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上市的 A 股和债

券。截止目前，在该机制框架下，我国已向 QFII 发放价值近 100 亿美元额度。  

帕乐特拒绝透露该公司已申请的 QFII 额度规模以及他预计中国外汇监管当局何时将

作出决定。  

据悉，保德信金融集团和国内券商——光大证券的合资公司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将负责管理规划中 QFII 基金旗下的股票。 

摘自：2007-6-8【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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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基础知识： 

定期定额投资基金有什么优点？  

1）投资起点低。目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推出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申购下限一般

为每期（月）100 元，也就是说每期您最低只需投资 100 元，不受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1,000

元人民币的限制。  

2）定期投资，积少成多。您可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闲散资金，如果随意花销，

也就用掉了，但是，如果注意积累，通过“定期定额投资计划”购买基金进行投资增值的

话，所谓“聚沙成塔”，长此以往，您会发现不知不觉中已经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3）自动扣款，手续简便。只需去基金代销机构办理一次性的手续，今后每期的扣款申

购均自动进行。  

4）平均投资，分散风险。“定期定额投资计划”能够充分发挥基金投资的优点。如果

您对投资不是特别有经验，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投资，那么可以选择定期定额投资，

资金是按期投入的，投资的成本比较平均，最大限度地分散了风险。 

来源：【雅虎财经】 

 

□投资者教育手册： 

关于了解基金  

（三）基金的特点 

1、集合理财、专业管理。 

基金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共同投资，表现出一种集合

理财的特点，通过汇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积少成多，有利于发挥资金的规模优势，降低

投资成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和运作。基金管理人一般拥有大量的专业投资

研究人员和强大的信息网络，能够更好地对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跟踪与分析。将资

金交给基金管理人管理，使中小投资者也能享受到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服务。 

2、组合投资、分散风险。 

为降低投资风险，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必须以组合投资的方式进行基

金的投资运作，从而使“组合投资、分散风险”成为基金的一大特色。“组合投资、分散风

险”的科学性已为现代投资学所证明。中小投资者由于资金量小，一般无法通过购买不同

的股票分散投资风险。基金通常会购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股票，投资者购买基金就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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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很少的资金购买了一揽子股票，某些股票下跌造成的损失可以用其他股票上涨的盈利来

弥补。因此可以充分享受到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好处。 

3、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基金投资者是基金的所有者，基金投资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基金投资收益在扣除

由基金承担的费用后的盈余全部归基金投资者所有，并依据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比

例进行分配。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只能按规定收取一定的托管费、

管理费，并不参与基金收益的分配。 

4、严格监管、信息透明。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基金投资的信心，中国证监会对基金业实行

比较严格的监管，对各种有损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并强制基金进行较为充

分的信息披露。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监管与信息透明也就成为基金的一个显著特点。 

5、独立托管、保障安全。 

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投资操作，本身并不经手基金财产的保管。基金财产的保管由

独立于基金管理人的基金托管人负责。这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对投资者的利

益提供了重要的保护。 

摘自：中国证券业协会出版的【基金投资者教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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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问：为什么贵公司电子邮件发送的文件都无法打开？有没有办法解决？ 

由于我司对外发布的文件都是以 PDF 格式发布，因此客户无法打开可能是因为没有安

装 PDF 阅读器的缘故，客户可登录我司网站，点击客户服务——下载中心——安装 PDF

阅读器即可。 

 
 

问：量化核心基金可以申购了吗？哪些代销机构可以买到？ 

量化核心基金自 2007 年 6 月 8 日起重新开放申购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光大银行、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光大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证

券等网点申购。 

 

本文件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文件为非法定公开披露信息或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仅作为

客户服务内容之一，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承诺。投资有风险，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本文件的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我公

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且不得对本文件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或修改。

投资咨询类 

客户服务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