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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519 20080520 20080521 20080522 20080523 

基金净值（元） 1.1487 1.0950 1.1137 1.0944 1.0882 

累计净值（元） 3.0924 3.0387 3.0574 3.0381 3.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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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18 20080519 20080520 20080521 20080522 20080523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6578 0.8358 4.1415 7.3386 0.6103 0.5451 

7 日年化收益率 (%) 2.7490 2.7770 4.7930 8.4440 8.3640 8.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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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19 20080520 20080521 20080522 20080523

基金净值（元） 2.8104 2.6989 2.7307 2.6775 2.6503 

累计净值（元） 3.4684 3.3569 3.3887 3.3355 3.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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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19 20080520 20080521 20080522 20080523 

基金净值（元） 1.3634 1.2992 1.3195 1.2921 1.2767 

累计净值（元） 2.6434 2.5792 2.5995 2.5721 2.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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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19 20080520 20080521 20080522 20080523 

基金净值（元） 0.8524 0.8165 0.8292 0.8165 0.8117 

累计净值（元） 0.8524 0.8165 0.8292 0.8165 0.8117 

业绩比较基准：75%×沪深 300 指数＋25%×天相国债全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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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沪深市场继续震荡盘整，成交量略有缩小。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4221.62 亿元，区

间跌幅是 5.98%；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201.45 亿元，区间跌幅是 6.5%。涨幅居前的几类行

业是采掘、信息设备、公用事业、信息服务和化工；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家用电器、餐

饮旅游、农林牧渔、房地产和有色金属等。                

上周两市热点轮动，受到电力和煤炭可能提价的利好因素刺激，采掘业表现相对不错，

通讯类板块也因重组消息而走势较强；而地产、有色等继续调整，一直表现不佳。上周政策

面和宏观经济面并无重大消息出台，全国以抗震救灾为中心，水泥等建材类股也一度涨势较

强。但是总体而言热点变动频繁，市场没有明确方向，投资者信心并未完恢复，市场观望氛

围较强。国家宏观经济仍维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受地震影响的上市公司也数量不多，对经济

不构成重大冲击，银行贷款损失也在可控范围之内，对银行盈利也影响不大。由于全球经济

放缓、油价高企、全球通胀等因素继续存在，震荡调整格局也会短期持续，这不改我们对经

济的长期看好，人民币上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再度重拾升势，美国经济已确定陷入衰退，应

该有助于中国经济软着陆。但短期可能市场会受压于不断创新高的国际油价。作为理性的投

资者，我们继续坚持价值投资，短期会积极关注市场热点及估值便宜的个股，为投资者获取

收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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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5.04% -2.96% 5.94% -20.53% -16.79% -33.99% 24.73%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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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6.92% -4.60% 4.24% -22.41% -6.36% -32.38% 37.30%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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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6.93% -1.12% 11.60% -24.27% -13.41% -32.07% 28.60%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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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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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日－2008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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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在偏紧的资金面和不确定的利率走势的双重影响下，现券成交量和回购

成交量均较上个交易周减少。全周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3.1007%，与上周 2.9884%

相比上涨了 0.1123 个百分点，而成交量则减少了 9.35%。而现券方面，上周现券成交总计

6088.61 亿元，与前周 6344.15 亿元相比减少了 4.03%，近期银行间现券交易量逐周均呈

现下降趋势，显示机构投资者心态十分谨慎。 

在市场收益率方面，上周的五年国开债因为地震因素推迟发行，因此上周发行的新券均



 

 

5

为短期品种，其中三个月的国债的中标利率水平为 3.18%，大幅超过机构此前的预期，而 1

年的农发行金融债中标利率水平为 4.06%,这两个因素直接带动了市场收益率曲线短端向上

移动，和上个交易周相比，收益率曲线略呈平坦的走势。 

公开市场操作方面，上周 20 日机构准备金缴款，因此央行减小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公开市场操作呈现量缩价平的走势，对央票的市场价格提供了加强的支撑。而在长端和短端

的收益率曲线均在调整的环境中，预计本周的现券市场操作仍将保持较为谨慎的操作格局，

久期仍将主要集中在 5 年以下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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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5% 0.24% 0.88% 2.35% 2.25% 97.43%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8 年 5 月 23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5-23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2.9086  -0.0120  0.1646  0.4146  0.4733  -0.2557  
2y 3.3622  -0.0386  -0.0693  0.0629  0.2679  -0.6296  
3y 3.6700  -0.0575  -0.1958  -0.1408  0.1438  -0.8245  
5y 3.9655  -0.0758  -0.2237  -0.2345  0.0743  -0.8388  
7y 4.0302  -0.0747  -0.1130  -0.1270  0.1352  -0.6211  
10y 4.0761  -0.0509  0.0032  -0.0055  0.2575  -0.3797  
15y 4.1686  0.0124  0.0053  -0.0063  0.4149  -0.369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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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灾难面前要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四川汶川的特大地震震动了全国人民的心，这场巨大灾难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少影响，

目前还很难预测，但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中国 A 股市场以稳定的表现说明，灾难面前，中

国经济依然坚挺。地震将不会影响宏观经济趋势。上周，我们的市场以顽强的表现抵抗住

了地震的巨大冲击，回顾其他同样的灾难，1995 年日本阪神地震以及我国台湾地区“9•21”

大地震后，两地股市都出现了较大的跌幅，而 A 股上周保持了稳定。虽然今年以来，A 股

市场表现脆弱，但是面对地震灾害，我们的投资者并没有丧失信心。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依然让人充满信心。 

虽然目前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宏观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但是这种不平衡还是结构性的

成分居多，中国经济不会因为这次地震灾情而诱发全面衰退的风险，一个大国经济体的崛

起不会轻易被一些灾难所逆转，内需和投资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中国处于经济

起飞阶段，而且灾区的重建也都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不会衰退。 

在灾难面前，作为联系着广大投资者的基金行业，基金行业对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充

分的信心，将会继续发挥专业理财优势，防止市场的过度波动，推动理性投资，并为产业

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资金来源，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灾难面前，基金公司都体现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在努

力为投资者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愿意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地震后的第一时间，光大

保德信就宣布捐款 100 万元支援灾区并组织员工踊跃捐款，光大保德信的外方股东美国保

德信金融集团也宣布捐款 15 万美元，共同用实际行动为受灾地区出一份力。 

2008-5-22【东方早报】 

 

财政部金融司:基金年金应允许投资私募股权基金  

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胡学好昨日在“第十一届科博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创新国际论坛”

上表示，应进一步完善适合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配套法规，适当允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

保险金等机构投资者在一定比例范围内投资私募股权基金（PE），同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

积极推进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 

胡学好指出，目前，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去年出台的合

伙企业法，为国内注册有限合伙制的私募基金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但是由于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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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配套法规尚未出台，外资无法作为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随着私募的发展，与国外

机构合作组建或聘请海外人士参与基金团队，将成为私募股权基金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

他说。 

他还指出，国外成熟的私募基金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投资运作机制，比如在投资时设立

可转换债，在投资后根据企业的实际业绩预设股权比例调整机制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

股权投资人的权益，降低了投资风险。但是我国现行的公司法缺乏相应比较灵活的机制，

限制了投资者灵活投资的回报。 

胡学好表示，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的税收政策没有明确。比如，

合伙企业的生产所得、经营所得、其它所得，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应该由合伙人分别缴纳

所得税，但是由于这两种税率存在一些差异，目前个人合伙人按照哪种税率征税还未有规

定。 

胡学好建议，应进一步完善适合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配套法规。同时，要统筹考虑机

构投资者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的政策，适当允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金等机构投资者

在一定比例范围内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此外，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做好合伙企业法、

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支持条例之间的衔接性，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     

2008-5-23【证券时报】 

 

新基金遭遇寒流大手笔自购频现 基金全"家"动员  

20 余家基金公司共动用 4.13 亿元申购自家新基金，去年 10 月 15 日至今投资自家开放

式基金近 16 亿 

在新基金销售遭遇寒流之际，自购俨然成了基金业内潮流———20 余家基金公司日前

共动用 4.13 亿元资金申购自家新发基金，包括高管、各部门员工在内的基金公司“全家”

一同认购旗下新发基金。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 10 月中旬的大跌以来，基金公司投资自家开放式基金所动用的

固有资产已接近 16 亿元。其中有 4 笔过亿的大额申购，对象全是自家的债券型基金。 

全“家”动员自购新发基金 

上周，深圳某基金公司承诺将以 5000 万元固有资金认购旗下债券型基金。目前为止，

这是 20 余家认购自家新基金基金公司的其中一家。根据天相数据统计，这段时间基金公司

动用固有资金申购自家新发基金已达 4.13 亿元。 

今年以来的新发基金，绝大多数都有自家基金公司“带头”申购。特别是大型基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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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都出手不菲。其中，最大的两家基金公司分别用 1 亿元、2 亿元的固有资金投资旗下

新基金，属于自购中少有的大手笔；另一家基金公司承诺认购新基金的金额也不少于 5000

万。一些小型公司的申购更为频繁，一般都在 1000 万元以上。另外，两家规模较小的基金

公司分别以 2000 万和 1500 万自有资金认购各自旗下正在发行的新基金，以这些基金公司

的收入来看，所动用固有资产的比例并不低于大型基金公司。 

除了公司发力外，基金公司全家都围着新发基金“团团转”。某 QDII 基金成立的公告

显示，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本基金募集期间含本息共募集 4.62 亿份

基金份额，其中本公司员工认购份额为 1124 万份，占基金总份额 2.43%。而在去年的基金

成立公告中，基金公司员工认购份额还都在 0.003%左右，不过，从今年的基金成立合同来

看，基金公司员工认购占总份额比例一般都在 0.1-1%之间。 

债券基金频现大手笔申购 

基金公司自购旗下基金行动在向债券型基金倾斜。从去年 10 月 15 日以来，基金公司

自购基金规模过亿只发生了 4 次，其中申购对象都是自家的债券型基金。不少小型基金公

司也明显偏好债券型基金。 

仅算大额申购债券基金，申购债券基金的规模就达到 7.9 亿元。根据不完全统计，从

去年 10 月 15 日市场下跌以来，基金公司动用固有资产自购自家基金行为超过 60 次，总金

额为 15.91 亿元。其中申购债券基金比例非常高，显然这些基金公司对后市并不十分看好，

持有谨慎态度。 

利益捆绑更为合理 

自从 2005 年底《关于基金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的通知》出台以来，基金公

司自掏腰包现象就频频出现。业内人士指出，基金公司在此时认购自家基金，除了在市场

中作出“示范”以提升基民的申购热情外，更是出于自身利益方面的考虑，追求长期收益。 

证监会规定，基金公司持有自家开放式基金的期限不少于六个月，而封闭式基金在到

期前则不能卖出。所以，这一政策使得基金公司想自购资金必须要看好半年之后的市场环

境，基金的自购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真实地反映出基金对于后市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不

少专家对于通过自购旗下基金这种方式非常认同，将基金公司的利益与基民们的利益捆绑

在一起，有利于实现基民利益的最大化。 

     2008-5-26【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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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不可偏信基金评级  

对投资者来说，第三方评级机构已成为申购基金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基金评级一

般以星级区分，最高级别为“五星级”，其次为“四星”、“三星”等。通常情况下，一只基

金要运作满两年以上才会被评级机构纳入评价体系。所以，投资者不能仅仅去“数星星”，

这样可能会错过一些成立时间不长的优秀基金产品。 

同时，当前的基金评级大多是根据基金绝对收益、风险调整收益等“硬指标”来评价。

投资者还需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投资偏好等因素。通常一些五星级基金高收益的背后

也包含着高风险，意味着该基金收益波动幅度较大。 

此外，投资者还需关注基金的投资风格来进行组合投资。不然，极有可能出现 3 只五

星级基金收益却不如 3 只四星级基金的状况。    

                                                       来源：【全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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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量化核心什么时候可以申购？什么银行可以申购到？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我公司自 2008 年 5 月 26

日起恢复办理量化核心基金（基金代码 360001）的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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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建设银

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以及各大券商等代销机构申购量化核心基金。投资者可以咨询我

司客服热线 400-820-2888 或各大代销机构。 

 

2、为什么交易的当天不能确认交易是否成功？ 

投资者在当天提交了开户、认购、申购和赎回等交易申请后，要经过注册登记人第二

天的确认，所以一般不能于当天确认交易是否成功。投资者可以在交易后的第三个工作日

（即 T+2 个工作日，交易申请为 T 日）到代销网点或者致电我公司客服电话 400-820-2888

确认交易是否成功，如果没有成功，投资者应该立即查明原因，尽快再次提交交易申请，

这样可以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或损失。 

 

3、信息定制是免费的吗?如何开通信息定制? 

我公司提供的信息定制是免费的。 

如果您是我公司的客户，您只需输入您的基金账号或者身份证号码和查询密码登陆网

上查询系统，填写您详细的电子信箱地址和联系电话，选择您所需要的定制内容，例如每

日净值发送、每笔交易确认、电子对账单发送等，我们会及时将您所定制的信息发送到您

的手机或者电子信箱上。您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电话 400-820-2888 转人工服务，在确认您

所提供的姓名和基金账号等资料的准确性后，由客服人员为您开通信息定制服务。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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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