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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0702 20070703 20070704 20070705 20070706 

基金净值（元） 1.1101 1.1255 1.1024 1.0496 1.0909 

累计净值（元） 2.9538 2.9692 2.9461 2.8933 2.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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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701 20070702 20070703 20070704 20070705 20070706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8267 1.2667 0.4427 0.5883 0.4995 0.3993 

7 日年化收益率 (%) 1.8680 2.0650 2.0480 2.1540 2.1740 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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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702 20070703 20070704 20070705 20070706 

基金净值（元） 2.7491 2.7938 2.7353 2.5900 2.6917 

累计净值（元） 2.8891 2.9338 2.8753 2.7300 2.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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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702 20070703 20070704 20070705 20070706

基金净值（元） 2.2403 2.2830 2.2369 2.1287 2.2059 

累计净值（元） 2.3403 2.3830 2.3369 2.2287 2.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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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场震荡较大，成交量也有明显下降。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4090.99 亿元，

区间涨跌幅为-1.09%；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158.82 亿元，区间涨跌幅为-0.89%。涨幅较大

的几类行业是纺织服装、采掘、有色金属、农林牧渔和餐饮旅游，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

轻工制造、建筑材料、食品饮料、交通运输和信息设备等。上周 A 股市场在小幅反弹后又

大幅下挫，周五在探底后止跌企稳，并强劲反弹。结构性调整趋势将继续维持，消息面宏观

紧缩政策的相继推出以及加息预期的存在导致市场参与热情有所下降。扩容加速和小非解禁

也加大了市场的短期震荡。             

 短期波动不改长期牛市格局。市场结构分化有利于理性投资。我们将继续坚持价值投

资，关注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同时积极寻找估值洼地并抓住市场热点，力争在取得稳定收益

的同时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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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1.03% -7.58% 0.13% 13.77% 117.14% 41.33% 67.8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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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6.92% -7.30% 2.30% 25.69% 163.91% 74.77% 77.27%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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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0.92% -10.09% -2.90% 18.32% 165.05% 75.53% 48.32%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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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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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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市场风格指标一周回报率 （2007 年 6 月 29 日－2007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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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由于周前期有两支新股发行，因此资金面呈现前紧后松的走势，但由于

市场近期将发行四支新股，因此资金面后期走势仍不乐观，市场各个期限的短期回购水平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机构在后期波动的资金市场预期下，锁定长期资金的趋势较为明显，

长期品种如 R3M 的上涨幅度最大，周涨幅为 0.81%。 

央行上周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力度仍十分有限，一年期和三月期的中标水平均与此前水平

保持一致，但三年回购中标利率水平提高 9 个基点至 3.58%的水平，但发行量仅为 10 亿元，

表明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三年央票作为中长期回收流动性的措施，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也

显示了央行在后期的公开市场操作中，将主要为 1.55 万亿特别国债的发行和上市留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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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余地。上周一级市场发行的主要品种均为浮息品种，因此对市场影响有限，收益率曲

线基本与前个交易周保持一致，市场交投总量仍呈现下降的态势，周现券成交总量合计

3096.27 亿元，与上周 3367.41 亿元相比减少了 8.05%，显示市场主要操作机构的投资心

态仍相当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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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 0.15% -0.41% -1.67% 0.44% -1.30% 15.06%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7 年 7 月 6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7-6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1y 2.8909  -0.2132  0.0021  -0.5504  -0.6920  
2y 2.7913  0.0465  0.2772  -0.2045  -0.4081  
3y 2.9443  0.0461  0.3710  -0.1143  -0.3945  
5y 3.3370  -0.0459  0.2922  -0.0584  -0.5035  
7y 3.6671  -0.1181  0.0816  -0.0382  -0.6102  
10y 3.9175  -0.1370  -0.1066  -0.0235  -0.6223  
15y 3.8536  0.0018  -0.0674  -0.0164  -0.3565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7 年 7 月 6 日 

 

市场动态 
国内： 

选准基金 长期投资别动摇 

  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基金投资者更不能轻易动摇长期投资理念。而在购买基金的时

候，投资者应该根据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同，选择不同风险偏好的基金。 

  一位持有 16 只不同基金的投资者对笔者表示，手中有这么多基金，是这几年来陆陆续

续买的，虽然也赚了不少钱，但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投资组合呢，她也并不清楚。对此，理

财专家指出，选基金比买基金更重要。 

  首先要研究基金，根据不同的基金风格选择基金融入自己的理财规划。以光大保德信

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几个基金为例，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追求稳健收益、波动性较小，适

合一些追求稳健的投资者。而旗下的新增长基金通过投资于符合国家经济新增长模式且具

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为投资者获取稳定的收益，它适合于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者。另外，对于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强的投资者，光大保德信的量化核心基金股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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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比例持续保持在 85％~95％，可以最大限度捕捉牛市中的上涨机会，适合可以承受较高

风险并希望最大限度分享牛市上涨收益的投资者。 

  注意股市的点位非常重要，理财专业人士一般建议调整时低位买进。不能用养老的钱

去投机买基金，用 30％以内的资金已足够，并且要有长期持有的理念，不要指望一下子就

能发财。定期定额的方法最适合平时上班很忙又不想多烦神的人，每月投入几百元或千元，

专注一只质地好的基金每月购买，可以和银行签订协议，每月定期划转资金，这样相当于

零存整取，有高点买入也有低点买入，可以摊薄成本平摊风险。 

2007-7-5【东方早报】 

 

基金业绩“跷跷板”的背后  

如果有人观察过基金业绩的表现，一定会发现基金表现在最近出现了“跷跷板”的现

象。今年前期上涨居前的部分基金有相当数量，在近期表现落到了后面。而排在较后的一

些基金，业绩则非常快的跃居上游。 

  这种情况有什么道理么？有没有哪些基金一直保持在前列？  

  基金业绩“跷跷板” 

  根据晨星中国截至 7 月 6 日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业内共有 121 只股票型基金。其中，

最近 3 个月内涨幅居前的 10 只基金的净值表现在最近 3 个月内上涨的幅度在

34.72%~43.65%之间（前十大基金，由 7 月 6 日回溯 3 个月）。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近期的强势基金，在更早前的表现则有点“低迷”。在更早前

3 个月（即今年初至于 4 月初这段时间），上述基金的表现有 4 只排在业内下游（指排名业

内后 1/3），4 只在业内中游（业内中间 1/3），仅有 2 只排在了前 1/3。而且，其中还有一

只是指数型基金。 

  相反，倒是前 3 个月的强势基金倒是更多地在最近 3 个月暂时沉到了市场的后半部分。

比如，最近 3 个月中垫底的最后 6 个基金，全部在今年头三个月名列行业前茅，从第 2 名

到第 23 名（前 1/6）。今年的头号基金，在最近 3 个月的表现也落到了 86 位。 

  这仿佛是在证明基金业绩也有短线投资者经常说的“技术性调整”。 

  股票表现“大换血” 

  那么，基金业绩“跷跷板”的原因在哪里呢?答案还是在股票市场里，以 5 月 30 日为

分界线，A 股市场的股票表现，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冰”顷刻成了“火”。而“火”

刹那间融成了冰。 

  一个简单的数据是，从 5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股价出现正收益的 189 个股票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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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 只股票在 5 月底的涨幅处于市场前列（定义为前 200 家上市公司）。相反，上述 189

个股票中，倒有半数以上的是前期落后大市的股票。 

  有意思的是，在最近一个多月中，跌幅最大的 30 个股票，全部是前期上涨名列前茅的

股票，“涨得越凶，跌得越惨”似乎成了市场近期调整时分的真实写照。 

  行业表现也验证了这个状况，同样是上述两个时间段的收益对比。前期涨幅最小的金

融业（股价算术平均涨幅），在最近一阶段是相对表现最好的行业。前期行业表现的最后 3

名，全部进入了近期的前 5 名。市场的热点在上涨和调整世道间切换的情况，再明显不过。 

 二线基金爬升快 

  那么，截至现在，能够表现进入市场前列的基金有哪些特点呢？答案可能要出乎一些

投资者的预料了。 

  按照通常的逻辑，这个市场里钱赚最多的应该是在牛市里狠狠地赚了一笔的投资者。

同理，上涨阶段表现较好的基金，也比较可能在最终的排名领先。 

  但这个道理似乎并没有完全被验证。目前的排名情况是，除了第一名基金确实如此以

外，今年 1 季度排名前十的基金，已经有一半跌出了年中排名的前 20 名。这其中的主要原

因就是，在调整世道中的表现不佳。 

  相反，一些排名十几名、二十几名乃至四十几名（已经到中游）的基金，却凭借调整

世道中相对强势的表现，而杀入前十。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基金排名的变换只是瞬间的事情。

而对很多基金投资人来说，寻找一个风格稳定、敬业的基金管理人，比追逐短期排名来得

更重要。   

 2007-7-9【上海证券报】 

海外： 

2007 年上半年国际基金业大盘点  

2007 年上半年的金融市场可谓动荡不安。利率的上升以及美国次级贷款的危机引起了

市场的骚乱。同时令人兴奋的法国总统大选，也因为其中一位候选人承诺将使经济大幅提

升而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全球范围内的股票市场在二月底三月初大跌。 

  虽然市场热闹纷呈，令人惊奇的是，截至六月底的数据显示，2007 年上半年国际方面

的表现与 2006 年如出一辙。但是当涉及到一些个别的基金，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值得关

注的变化为整个市场增添了色彩。 

  新兴市场再次领先 

  拉丁美洲（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即巴西和墨西哥）的股票市场收益颇丰。大部分新兴亚

洲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股市也持续上扬，虽然其政府一度意欲控制这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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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去年相比，新兴市场唯一的变化是俄罗斯和印度的相关状况。这两个市场在 2006

年都曾带来了非常高的收益，然而到了 2007 年这一上升的趋势有所减缓。事实上，今年

这两个市场的表现几乎落后于所有的新兴市场，并且还落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市场（尽

管印度股市的收益以美元计算会显得出色一些）。在俄罗斯，能源价格成倍的下跌以及对总

统连任的担忧对股票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欧洲市场方面在今年上半年的表现也与 2006 年类似。大部分西欧市场持续走强。而

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升值（这也是 2006 年的一个趋势的延续）为美国那些没有对冲很多，

或者完全没有对冲汇率风险的海外基金带来更多的收益。 

  相对的，与 2006 年相同，日本市场再次落后。而它的货币也不再受青睐———虽然

美元走弱之声四起，但是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在 2007 年上半年走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

日本经济不乏鼓舞士气的信号，但是仍然不能博取一些投资者完全的信任。另一个也许可

以称之为问题的问题是，并购在日本的推行比在其他国家艰难得多。所以曾在欧洲和美国

推升过很多股票价格的“并购溢价”在日本股市较为罕见。另外，日本的小盘股在今年上

半年的表现十分低迷。 

  海外基金强势不减 

  对于美国市场而言，各类海外基金在 2007 年上半年的表现可谓 2006 年的再现。集中

投资于较小型股票的类别依旧名列前茅：海外中小盘成长型基金的收益最大，截至 6 月 28

日，其平均收益率为 14.0%，领先于海外中小盘价值型基金两个百分点。海外大盘成长，

大盘混合和大盘价值型基金的表现没有如此强劲，但也都显示出了比较健康的收益。值得

关注的是大盘股组别中的三类基金表现接近，它们的回报率都略大于 10%。 

  对于更详细分类的类别，其表现与上述的总体国际趋势相吻合。投资于拉丁美洲和除

日本外太平洋地区的基金在上半年以超过 20%的回报率领先于其他类别。在新兴市场分散

投资的基金收益率为 15%左右。只有投资于日本的基金在上半年的表现相对平淡。 

  除新兴市场基金的突出表现外，上半年还显现出一个与以往类似的情形：投资于单一

国家的基金走两个极端，出现在业绩排行榜的榜首和榜尾。上半年加拿大元的升值甚至高

于欧元，这使得 Fidelity Canada 获得了近 20%的收益率，而一些投资于日本的基金却遭

受了亏损。 

  一些在 2006 年形成并稳固的行业趋势得到了继承。国际基金继续保持了相对于美国

本土基金的销售优势。在五月份，位列资金净流入值最高的基金榜单中前三甲均为国际基

金。 

  具体到各个国际基金，最出乎意料的消息来自于基金经理的意外离职：Charle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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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ulx 离开了 First Eagle Global 和 Fist Eagle Oversees，与其备受尊敬的前任 Jean-Marie 

Eveillard 相同，他曾经引领这两只基金创造了惊人的高额回报。Mark Madden 离开了

Oppenheimer Developing Markets，在他就任的不到三年时间里，该基金的业绩一直处于

领先地位。   

 【晨星（中国）】 

 

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基金投资需要注意的问题   

    基金投资是一种规划幸福、缓冲通货膨胀、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理财方式。但是

很多基金投资者并未悟得“投基之道”，相反陷入种种误区而不得不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埋单。

近日，广发基金在白玉兰剧场举办的投资者理财交流会上，将投资者经常遇到的诸多问题

概括为七个方面，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问 1：该一味追逐新基金还是逐步接纳老基金？ 

  不少投资者喜欢购买新发的基金。主要是新发基金是一元钱，让人感觉一元基金下跌

空间小，而上涨空间看似比已经涨了不少的老基金要大。其实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覆巢

之下无完卵。一元基金往下的空间同样会有，只是建仓期仓位轻下跌速度可能略小而已，

相对而言，老基金的投资风格比较清晰，过往业绩比较清楚，只要它的投资团队没有发生

变化，投资老基金心里更有数一些，尤其是在一个市场不断上升的牛市行情中。因此新基

金和老基金没有一个绝对的谁好谁坏的标准，虽然新基金的手续费率上要比老基金便宜。

投资者应记住基金的长期业绩最终还得取决于基金的产品特征及其背后的投研团队，而不

是你所购买的价格。 

  问 2：用 3 万元去买 2 元的基金比买 3 元基金得到的份额多也更安全吗？ 

  简单算笔账：同样是 3 万元，投资一只 2 元的基金和投资一只 3 元的基金，如果一年

后两只基金的增长率都是 20%的话，虽然前只基金你得到的份额是 15000 份，后者得到的

份额只有 10000 份（不计手续费的话），但是你一年后获得的收益其实都是 6000 元。我们

不能因为同样的金额可以购买更多的份额，就认为份额多投资回报一定更高。其实投资基

金赚钱与否是它的增长率，与所得到的份额没有关系。 

  另外，高净值基金就一定存在类似股票高估之后一样的下跌危险么？其实不然，股票

存在内在价值，股票价格越高风险越大，但基金不同于股票。开放式基金的价值是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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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证券的现值。无论基金净值多高，都不存在净值偏离实际价值的风险。基金净值高

不代表其持有的股票价格高，因为股票被认为高估时，基金可以获利了结，调整组合和持

仓品种。   

  问 3：分红越多的基金产品越好么？ 

  基金分红是把钱从投资者的左口袋搬到右口袋。举例来说，如果投资者拥有 100 份基

金份额（选择现金分红），分红前的基金净值是 1.5 元，那么分红前他的基金账户里面就有

150 元基金资产，如果大比例分红，每份分给他 5 毛钱，因为选择了现金分红，那么分红

之后他的银行账户里将会出现 50 元现金资产（50 元＝100 份×0.5 元/份），分红之后基金

账户就剩下 100 份×1.0 元＝100 元基金资产。分红前后总资产都是 150 元，没有任何变

化。所以说基金分红只是投资者资产的转移而非增加。 

  问 4：我该选择现金分红落袋为安还是选择红利转投变成份额？ 

  现金分红是直接获得红利现金，不用支付赎回费；而红利转投是将所分得的现金红利

再投资该基金，“利滚利”，而且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以免申购费。牛市中基金净值有望持

续走高，红利转投才是更好的选择。 

  问 5：要不要根据回报率排名来不断调整自己的基金组合呢？ 

  基金是中长期投资佳品，基金经理的长跑能力才更重要。短短的一个月，甚至一周并

不能体现基金的投资实力。与此同时，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率比股票要高，频繁换基金的

成本很高。按照申购费率 1.5%，赎回费率 0.5%来计算的话，每年做 5 个来回波段，就会

付出 10％的手续费。频繁换基金有如在车道上频繁变道，不仅带来更大的风险，而且最终

的结果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问 6：为了分散风险，我是不是该买尽量多的基金产品作组合呢？ 

  基金的优势之一就是组合投资，组合投资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此来控制

风险。如果为了控制风险，拿了很多篮子，而把每一个篮子里只放一个鸡蛋的话，风险可

能还是很大，因为我们只有两只手。其实基金本身就是分散投资的工具，如果购买多只同

风格的基金，不见得会有效降低风险，反而可能降低收益率。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据自己

的风险偏好，持有 3－5 只优质的投资风格不接近的基金为最佳。 

  问 7：市场下跌的时候我该不该停止定投呢？ 

  基金定投是定期定额投资的简称，就是指在固定的时间（如每月 8 号）以固定的金额

（如 1 千元）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中，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方式。因其方便简单，

故称为懒人理财法。 

  基金定投因为每隔一段固定时间，不论市场行情如何波动，都会定期买入固定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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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当基金价格走高时，买进的份额数较少；而在基金价格走低时买进的份额数较多，

长期累积下来，成本及风险自然会摊低。其实选择基金定投就等于选择一种投资的纪律。

如果在市场一直向上或是向下走的时候停止基金定投，那么就不能发挥定投的优势了。 

  有关人士认为，走出基金投资的误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选择基金，不必在意基金的净值高低，获得多少份额，而需要关注您的基金未来能涨

多少； 

  基金分红本身不会提高你的收益，牛市中红利转投才是更好的选择； 

  频繁换基不可取，欲速则不达。但经过长期考察后，要果断调整资产组合，淘汰差的

基金，保留优秀基金； 

  要把投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定投就是培养投资习惯的上佳品种，因此没必要因为短

期的市场调整而停止基金定投。  

 来源：【中国证券网】 

 

□投资者教育手册： 

关于了解自己 

投资者一定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要从自己的年龄和收入、投资期限、投资目标、

短期和长期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期望回报率等方面出发，权衡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一）要注重分散投资 

要在银行、保险、资本市场中合理配置资产，一般应遵守“三三制”的配置原则，不要

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 

（二）要注重产品选择与风险承受能力和理财目标相匹配 

 

 

如图 4 所示,投资者应根据自身所属的类型选择相应的风险等级基金产品。对于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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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如经济能力尚可，家庭负担较轻，投资期限长，能承担较大的风险，可选择股票型

基金；对于中年人，收入比较稳定，但家庭责任比较重，投资时应该在考虑投资回报率的

同时坚持稳健的原则，分散风险，尝试多种基金组合；对于老年人而言，应以稳健、安全、

保值为目的，可选择货币型、保本或股票配置比例低的平衡型基金等安全性较高的产品。

同时，要注意长期目标对应长期工具，如以养老为目的，最好选择指数型基金。 

(三)要注重选择优秀基金管理公司的产品 

并非大的基金管理公司就是好公司，有些好公司同样有优异的业绩表现。应该选择产

品风格比较稳定、持股集中度和换手率较低、信息透明度较高、注重投资者教育的基金管

理公司的产品。 

(四)要注重选择入市时机 

定期定额是一种好的投资策略，可以合理控制买入成本。对于大额的投资于股票型基

金的决定应该避免在市场过度炒作时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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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金账户上分红方式是现金分红，请问如何修改成红利再投资，你们的客服电

话可以直接修改吗？ 

答：基金的分红方式有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两种，您可在开户时选择分红方式，如果

未作选择，默认为现金红利。我公司客服电话不能直接办理分红方式变更业务，如您想修改

为红利再投资，可前往您原开户网点，提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我公司将在 T＋1 日予以确

认。 

问：我用兴业银行卡网上交易,但到支付这一步时,为何总是显示非法访问？ 

答：这需要修改一下您电脑 IE 的设置，具体步骤如下：打开 IE－点击工具－点击 Internet

选项－点击隐私－移动滑块修改隐私设置为低－点击确定，这样您在支付时就不会再出现非

法访问的提示了。 

问：贵公司网站的页面上有些内容显示不出来, 我应如何设置自己的电脑?要下载什么

插件吗? 

答：由于我们网站上很多内容是 PDF 格式的，因而需要您在电脑中下载并安装 PDF 阅

读器。请您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epf.com.cn，在首页单据下载中下载并安装 PDF 阅读器即

可。 

问：请问可以在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把量化核心基金转换为光大货币基金吗？如果可以，

转换费率是多少？ 

答：目前基金转换业务只在光大银行开通，交通银行暂不能办理。量化核心转换为货币

基金的转换费等同于量化核心的赎回费，货币基金转换为量化核心的转换费等同于量化核心

的申购费。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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