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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114 20080115 20080116 20080117 20080118

基金净值（元） 1.6310 1.6165 1.5623 1.5360 1.5524 

累计净值（元） 3.5747 3.5602 3.5060 3.4797 3.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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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3 20080114 20080115 20080116 20080117 20080118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1303 0.5462 0.5483 0.5554 0.5230 0.5943 

7 日年化收益率 (%) 2.3830 2.2900 2.2530 2.2560 2.2390 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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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4 20080115 20080116 20080117 20080118 

基金净值（元） 4.3613 4.3452 4.2408 4.1807 4.1877 

累计净值（元） 4.5013 4.4852 4.3808 4.3207 4.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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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4 20080115 20080116 20080117 20080118 

基金净值（元） 1.7520 1.7536 1.7140 1.6799 1.6815 

累计净值（元） 3.0320 3.0336 2.9940 2.9599 2.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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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基金净值 (360007) 

日期 20080114 20080115 20080116 20080117 20080118 

基金净值（元） 1.1329 1.1263 1.0964 1.0783 1.0837 

累计净值（元） 1.1329 1.1263 1.0964 1.0783 1.0837 

业绩比较基准：75%×沪深 300 指数＋25%×天相国债全价指数 

2



 

 

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沪深市场震荡下跌，成交量有所下降。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7466.60 亿元，区间跌

幅是 4.06%；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3903.99 亿元，区间跌幅是 2.05%。涨幅居前的几类行业

是家用电器、信息设备、农林牧渔、电子元器件和医药生物，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金融

服务、黑色金属、房地产、餐饮旅游和有色金属等。        

 上周市场随国际市场出现了大幅回落。主要是受到次级债第三次攻击波的影响，使得花

旗、美林等国际大的金融机构都出现了季度亏损，造成了欧美股市的重挫，从而使得国内市

场也开始大跌。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国内市场目前估值较高，很难找到大批量的具有安

全边际的个股，所以出现阶段性调整也在所难免。今后投资关注的三大主线是：一是年报行

情主线，二是行业整合重组带来的投资机会，三是政策因素影响下的投资机会。我们仍然坚

持看好中长期市场的发展，对基金投资者而言，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仍是带来长期稳定的投

资收益的投资方法。我们将继续实行积极稳健的投资策略，坚持价值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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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 -5.55% -3.38% 7.12% -11.07% 87.91% -1.54% 73.80%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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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 -6.92% -1.54% 11.12% -6.14% 123.43% 0.87% 83.49%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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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5.87% -3.09% 10.74% -5.55% 134.35% 0.52% 69.04%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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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11 日-200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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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其他市场指数一周涨幅  （2008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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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央行上周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此次上调后，存款准备金水平已经达到 15％的高点，

此次上调将于 25 日正式执行，预计将冻结资金量约 2000 亿元，但考虑到目前充裕的资金

情况，预计此次存款准备金长期影响有限。 

上周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充裕流动性的推动下，三月以下品种的短期品种继续收到市场的

追捧，成交量较上周再次放大，全周现券成交总计 5305.58 亿元与上周 5098.01 亿元相比

增加了 4.07%，市场交投热情并未受到准备金调整的冲击。而短期融资券品种由于其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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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票面水平投资需求较前期有所增加，新发品种按照其发行主体资质出现了一些溢价，显示

市场在市场充裕的流动性下，高收益品种再次受到追捧。 

公开市场操作，上周由于市场到期资金量较大，虽然央行进行了约 4000 亿元的资金回

收操作，但全周净投放资金总量仍达到 2000 亿元，全周发行的三期央票品种的发行利率均

与上周持平。本周由于准备金缴款因素，以及大盘新股中煤能源发行因素，预计本周的公开

市场操作仍将通过央票发行和回购操作维持较高水平，但力度将有所减弱。 

上周收益率曲线在充裕流动性和买券需求的双重推动下，收益率曲线继续下移，但预计

随着准备金调整、大盘股发行和春节因素，预计市场买券需求将小幅下降，但预计长端收益

率水平将维持目前水平，短期收益率水平将面临上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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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15% 0.39% 0.95% 1.16% -0.37% 0.31% 70.86%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8 年 1 月 18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1-11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5302  -0.4478  -0.4233  0.0629  -0.9916  -1.4958  
2y 3.8747  -0.3881  -0.2294  -0.2529  -0.8279  -1.6670  
3y 4.0900  -0.1468  -0.1158  -0.3807  -0.6874  -1.7252  
5y 4.2998  -0.0006  -0.1093  -0.3086  -0.5223  -1.6657  
7y 4.3625  -0.0821  -0.2320  -0.0630  -0.4572  -1.5129  
10y 4.4370  -0.1775  -0.3174  0.1591  -0.4106  -1.3489  
15y 4.5908  -0.1488  -0.1802  0.1098  -0.3955  -1.2701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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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投资比例在 70% 如何构建核心基金组合 

在近期的震荡市场里，从 300 多只基金中选择出优秀基金并有效地进行配置组合不仅

能分散风险，也可能获得不错收益。理财专家表示，在建立基金配置组合时，最好有一个

核心组合。这个核心组合是对投资者最终投资目标的实现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核心组合的

投资比例可以在 70％上下。  

投资者可以选择 3－4 只业绩稳定的基金，其中大盘平衡型基金适合作为长期投资目标

的核心组合，例如光大保德信旗下的光大优势配置基金，布局于具有中国优势的产业中前

三分之一的公司，成立以来在晨星资讯的积极配置型基金排名中表现突出。 理财专家建议，

可以集中投资于几只可为你实现投资目标的核心组合，再逐渐增加投资金额，而不是增加

核心组合中基金的数目。另外， 理财专家认为，对于资金较为充足的投资者，QDII 产品

也是投资组合中需要配备的。QDII 产品帮助境内投资者拓宽了投资者途径，也有助于境内

投资者不再将投资风险集中在境内。况且，境外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成熟和规范，可选择的

投资工具种类丰富。此外，在产品结构上，也较传统理财产品更灵活，因此，在投资者的

投资组合中纳入 QDII 产品是有一定必要的。 

今年市场的波动会如预期般频繁和剧烈，但基金管理者仍然坚持看好中长期市场的发

展，但是今后市场会表现更加理性，并呈现震荡和上扬并行的格局，对基金投资者而言，

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仍是带来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的投资方法。 

2008-1-21【上海证券报】 

 

基金经理夜半亢奋否认显著减仓 观察美股动向  

北京时间昨日 22 点，美联储降息 75 个基点的消息传来，按惯例已休息的内地基金经

理们像注入兴奋剂般，纷纷起身观察美股动向。 

 “好事！”北京一位作风沉稳的基金经理难掩兴奋之情。他对《第一财经日报》预计，

美联储此次降息可能会使美股稍微止住大幅下跌的步伐，不至于像 21 日欧洲各股市那么惨

淡，受其影响的港股也可能企稳，连续两日暴跌的 A 股或将迎来反弹。 

不过，昨晚纽约市场开盘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依然跳空低开。到记者截稿时为止，道

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2.68％。 

昨日全球市场继续暴跌。自美股暴跌引发全球股市地震以来，A 股近 6 个交易日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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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近千点，累计跌幅已达 17%。 

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前，本报记者昨日采访多位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后发现，次贷的巨

大阴影分化了天生多头的阵营，基金对后市观点开始鲜明地分为悲观、中性和乐观，美股

或次贷均是关键词。 

悲观的基金认为，A 股此轮下跌的结束和反弹还有待观察，决定因素则是美股的走势，

以及美股影响下港股的表现，即次贷危机的后续影响将成为决定美股、港股和 A 股的重要

因素。 

乐观的基金则认为，全球股市的相互影响既然体现在美股影响港股、港股影响 A 股上，

也可以表现为 A 股影响港股，进而影响美股方面。 

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认为，此轮下跌已使得 A 股的估值重归合理，调整基本

到位，今明两日或现反弹。“A 股顶住了，港股也许就顶住了，因为内地公司的盈利增长还

是非常强劲的。” 

中性的基金则使用了另外的方法论，但几乎得出了和乐观派相同的结论。他们认为，

美国股市和亚太股市经历接连下跌，平均市盈率已至历史低点，近期可能已经达到一个阶

段性底部。而 A 股的估值偏高方面，也将由于 A 股上市公司的强劲盈利增长而得到有效降

低。 

中性基金的结论是，昨日市场近于恐慌性的抛盘使得相当一批优质个股被“错杀”，而

这正是阶段买点和投资机会。 

在此次大跌期间，市场纷纷揣测基金是否依美股表现而提前减仓，多家基金公司投资

总监均表示，并未进行显著的减仓。同时，近一周来基金净值的急速下挫也可作为上述说

法的注脚。市场人士认为，基金在去年第四季度已进行了适度减仓，有相当的现金存量。

据 Wind 统计，已公布 2007 年四季报的 146 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平均股票仓位为 80.75%。 

多家基金公司均向本报记者表示，此轮调整期间，总申购和总赎回相抵后，基本为净

申购。一位投资总监表示，基金目前并无资金压力。与此同时，目前并无新基金获批的消

息。 

2008-1-23【第一财经日报】 

 

资金面接受"大考" 股票基金断粮 5 月后开闸声再起   

在“新基金即将放闸”多次被传言后，市场一次次失望：A 股市场股票供应在不断加

大的同时，新股票型基金断粮已近半年。在中国平安等大型股票的融资需求重压下，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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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出现资金的暂时失衡。伴随着昨日市场的再度大跌，有关新基金开闸的预期也越来越

强烈。 

监管层死掐 

自去年 8 月底发行最后一只股票型基金至今，已有 5 个月国内资本市场未见投资 A 股

的股票型新基金批文发放，这也基本上是历史上股票型基金发行“冰封”时间最长的一次。 

其间，A 股市场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封转开”、基金拆分和基金分红之后的持续性营

销，监管部门的新基金“牌照”，则都眷顾了基金 QDII 和债券型基金。 

由于新基金开闸一直被视为监管部门对股市调控的手段之一，因此尽管老基金转型和

持续性营销的 A 股基金募集资金规模并不小，但投资者对真正的新股票型基金是否放行，

异常关心。 

从去年 10 月开始，市场经历了多次剧烈震荡和多次巨幅下跌，每一次投资者都对新股

票型基金发行异常期待，而一些排队靠前的基金公司也兴奋异常，但监管部门始终未见动

静。 

不少基金公司表示，预计市场调整后新基金的发行将重新步入正轨，供求关系将逐步

得到改善。 

基金扩募上限降低 

基金业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对于基金拆分、基金分红等持续性营销，监管部门也放低

了规模上限。 

据悉，目前对于持续性营销基金的扩募上限，监管部门根据其原来规模进行调控。原

先规模较大的基金，扩募上限可相对高些，而原先规模比较小的，则允许扩募的上限更低。 

监管部门对新股票型基金的审批及老基金扩募上限的控制，让投资者对市场资金供给

越来越担心。 

资金面接受“大考” 

根据早前基金公司的估计，2008 年 A 股市场的资金需求包括新股发行 2000 亿至 2500

亿元，再融资 2700 亿元，现售股流通 2800 亿至 4200 亿元，印花税和佣金 2000 亿元，总

计需求为 9500 亿元至 11400 亿元。而在资金供应方面，居民储蓄分流 7000 亿至 9000 亿元

（不少通过基金进入 A 股），保险资金新增进入 1000 亿至 1500 亿元，新增 QFII 额度 700

亿元。总计供应大约为 8700 亿至于 11200 亿元。 

然而，年初中国平安的 1600 亿元的再融资需求已超过基金公司预计的全年再融资规模

的一半，监管层如无新措施推出，市场资金面势必受到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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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3【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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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2008 年基金投资有三招  

2007 年火爆的国内基金市场给基金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基金产品也成为老百姓

理财的首选品种，中国基金业因此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同时，随着市场的日趋火爆，许

多投资者对基金收益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不顾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了解基金的性

质，盲目地进行基金投资。面对 2008 年，理财专家建议，可以用三招进行基金理财。 

配置三大类基金 着眼长远 

上海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认为，基金投资需着眼于长远，要根据自身的人生

规划、收入状况和风险承受力有策略和有步骤地进行。无论市场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我

们做好合理的资产配置，就能从容应对，立于不败之地。 

他表示，由于我国的温和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因此，我们理财的首要目标就

是要战胜通货膨胀。一般来说，股票资产仍然应该是投资理财的核心资产。从现阶段来看，

市场上现有的基金品种基本能满足一般大众的投资理财需求。建议投资者在作基金大类配

置时包括：股票型基金（25%－75%）、主题型混合基金（20%－50%）和增强型债券基金

（0－30%）。其中，股票型基金是指股票仓位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基金；主题型混合基

金是指投资主题非常明确并且始终有一定比例债券投资的混合型基金；而增强型债券基金

则是指以收益为目标的主动型债券基金，久期配置合理，流动性好且参与新股申购。 

此外，投资者可以尝试用不超过 10%的资金将 QDII 基金产品配置到基金组合中去。 

 “从上到下”执行基金投资 

理财专家认为，如何在如此众多的基金产品中挑选真正适合自己的基金才是更为重要

的环节。 

专家建议，选基金首先应该选择基金公司，要选择公司治理结构好、内控体系完善、

客户服务到位、拥有优秀基金经理团队的基金公司；其次，从选出的这些基金公司中挑选

符合自己投资目标和偏好的基金品种；再次，通过对这些基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业绩

评估，选出目标基金；最后，按原先设定好的投资组合比例放入基金配置组合中。应该注

意的是，不要把两个特征完全相同的基金放在同一个组合中，并且组合中的基金个数不宜

超过 5 个，这样便于管理。至于如何实施投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次性完成

或者通过定期定投的方式完成。 

理财师还表示，在完成组合配置和实施投资后，投资者需要对组合作定期的回顾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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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一季度对自己的基金组合作一次总结，并根据检查结果和自身的情况，在投资目

标不变的情况下，对组合中的部分基金品种作适当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在 2008 年的基

市投资中稳扎稳打，真正达到理财目标。 

上半年偏股 下半年偏债 

选择好了适合自己的基金，基金投资的资产配置也需要摆上议事日程。陈逸康认为，

可以预见，2008 年的股市将是牛市的整固年，对市场的收益率不能期望过高，需要有一个

良好的心态来应对投资，不过，2008 年的债券市场有机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 2008

年的下半年，债券市场将会有较明显的投资机会。 

从国际市场上来看，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余波未尽，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还有待进

一步观察。因此，2008 年上半年，在市场担忧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国际市场波动会比较

大；到下半年，如果次贷危机影响能够缓解，市场信心得以恢复，届时市场就会趋于稳定。 

理财专家建议，投资者不妨考虑保守的 2008 年基金投资配置策略：上半年的配置为股

票型基金占 60%（其中包括 5%的全球配置基金）、主题型混合基金占 20％、增强型债券基

金占 20%；下半年的配置为股票型基金占 40%（其中包括 10%的全球配置基金）、主题型

混合基金占 30%、增强型债券基金占 30%。不过，投资者也可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和自身

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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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客户服务类 

1、交易后为什么没有收到交易确认书？什么时候可以收到？ 

我公司的基金交易确认不单独寄送确认书，交易明细会在季度对账单中体现；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季度对账单会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持有

人以书面或电子文件形式寄送，届时敬请留意查收。 

 

2、哪些代销银行办理贵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定期定投业务？有费率优惠吗？ 

目前，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和兴业银行已开通了我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定期

定投业务，邮政储蓄银行开通了我司旗下量化核心基金和优势配置基金的定投业务，中信

银行将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开始开通我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定期定投业务。 

投资者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前，通过交通银行柜台、网上银行办理我公司旗下所有基

金定投业务，均享受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八折优惠，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交通银行的规定； 

2008 年 1 月 18 日起至 7月 18 日，投资者通过中国光大银行柜台、网上银行办理我公

司旗下所有基金定投业务，均享受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八折优惠，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光大

银行的规定。 

 

3、目前，哪些券商可以办理贵公司旗下所有基金产品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最低起点是多

少？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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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金通证券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

公司的相关营业网点办理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基金投资者可与基金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各销售机构的最低扣款金额遵

从其要求，同时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 元(含 100 元)，不设金额级差，具体办理程

序请遵循各代销券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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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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