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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526 20080527 20080528 20080529 20080530 

基金净值（元） 1.0514 1.0564 1.0844 1.0588 1.0664 

累计净值（元） 2.9951 3.0001 3.0281 3.0025 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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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25 20080526 20080527 20080528 20080529 20080530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0009 0.5021 1.1520 0.5281 0.5521 0.6832 

7 日年化收益率 (%) 7.8360 7.6490 5.9840 2.2880 2.2570 2.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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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26 20080527 20080528 20080529 20080530

基金净值（元） 2.5949 2.5997 2.6566 2.6097 2.6155 

累计净值（元） 3.2529 3.2577 3.3146 3.2677 3.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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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26 20080527 20080528 20080529 20080530 

基金净值（元） 1.2405 1.2504 1.2824 1.2533 1.2628 

累计净值（元） 2.5205 2.5304 2.5624 2.5333 2.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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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26 20080527 20080528 20080529 20080530 

基金净值（元） 0.7889 0.7927 0.8117 0.7965 0.8014 

累计净值（元） 0.7889 0.7927 0.8117 0.7965 0.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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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市场继续盘整，成交量略有缩小。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3985.13 亿元，区间跌

幅是 2.08%；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007.24 亿元，区间跌幅是 3.29%。涨幅居前的几类行业

是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电子元器件等；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采掘业、农林

牧渔、有色金属、建筑建材等。  

上周两市低位弱势运行，在电信重组正式启动的刺激下，通信板块及 3G 题材个股明显

活跃。此外，受到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利好政策的预期，券商板块都受到市场的大力追捧。

银行保险板块因前期超跌过度，上周走势相对趋稳。综合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有涨价或者重

组题材的个股和板块已经成为近期盘面的一个亮点。然而，目前市场对基本面的看法也相对

谨慎，在油价持续高涨、生产成本上升、宏观经济增速下滑、需求可能放缓等诸多不利因素

的影响下，A 股市场出现震荡调整也合乎情理。尤其是随着 5.12 四川大地震灾后数据统计

的陆续披露，地震引起的财富损失、保险赔付、需求抑制等负面现象，在短期也将对市场反

弹形成抑制作用。再加上大小非减持的悲观预期目前依然没有完全扭转，大盘要向上拓展空

间仍然存在不小的难度。在这样的背景下，A 股市场在目前区域内反复振荡的格局仍可能延

续。但是我们还是看好后市的长期发展，进入 6 月，政策面对于市场的关注度可能进一步提

高：大小非减持的限制性政策使小非减持的步伐减缓，促使市场资金压力的预期开始扭转。

同时，短期看，市场的游资活跃度增强，显示政策面的环境可能进一步放松。其他可以预期

的利好政策，包括融资融券业务的放开、扩容步伐的进一步放缓以及鼓励基金、保险机构资

金入市的制度性安排等等。政策面的支持是市场能保持平稳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在奥运前后。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我们始终坚持价值投资，并积极把握市场热点，为投资者获取回报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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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 -3.13% -6.13% -7.03% -21.05% -15.29% -34.75% 23.59%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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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6.92% -8.83% -10.02% -23.00% -6.86% -33.37% 35.93%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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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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4.70% -8.59% -6.72% -24.64% -11.93% -33.28% 27.10%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5 月 30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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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2008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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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在连续的新股发行背景下，市场回购收益率水平仍维持较高水平，但由

于本阶段发行的新股基本为小盘股，因此对市场冲击有限。全周质押式回购成交总量相比上

个交易周增加了 8.53%，加权平均利率为 2.8447%，与上周 3.1007%相比下跌了 0.2560

个百分点，其中短期品种下降幅度较大。现券方面，在市场资金面略缓的带动下，市场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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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总计 6276.99 亿元，与前交易周 6088.61 亿元相比增加了 3.09%，充分显示了现券市场

和市场资金面的紧密联动。 

上周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共回笼 220 亿元资金，回笼力度有限，但改变了前几周向市

场净投放资金的趋势。整个 5 月份，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净投放资金 840 亿元，相对于前几

个月的大幅度净回笼，央行的回笼力度明显减弱。在市场收益率方面，上周的发行的新券的

中标利率水平基本与市场预期吻合，因此对市场整体收益率水平冲击有限，周收益率稳定。

二级市场成交热点仍集中在短期品种以及新券上，成交收益率比较稳定。综合市场的资金面

和宏观面因素影响，资金面偏紧状态的缓解以及此阶段市场数据的真空对债券市场的趋稳起

到了主要作用，下一步市场走势将等待 新的宏观数据和央行的动态进行相应调整，此阶段

预计整体走势仍将保持平稳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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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0.14% 0.29% 0.95% 2.51% 2.3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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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5-30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0974  -0.1879  -0.2008  0.1509  0.1857  -0.6994  
2y 3.3968  -0.0383  -0.0731  0.0111  0.1524  -0.8065  
3y 3.6258  0.0385  -0.0132  -0.0800  0.1270  -0.8512  
5y 3.9193  0.0417  -0.0296  -0.1545  0.1003  -0.8068  
7y 4.0716  -0.0410  -0.1160  -0.1493  0.1073  -0.6732  
10y 4.1918  -0.1088  -0.1665  -0.1181  0.1774  -0.4808  
15y 4.2319  -0.0505  -0.0509  -0.0623  0.3669  -0.2753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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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坚定长期投资战胜通货膨胀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通货膨胀是财富保值增值的 大敌人。在 近 CPI 高企的情况下，

如何战胜通胀也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其实，这一轮的通胀已经席卷了全球，在国内我们对

油价和肉价的涨幅表示惊奇的时候，法国人正在抱怨长棍面包的价格上涨，美国人在抱怨汽

油价格的节节攀升。 

如何战胜通胀，让我们的购买力不被吞噬？以投资作为抵御通胀的办法是被理论和现实

所证明是有效的。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投资作为一种专家理财方式，专门替客户进行

资金管理。它可以利用在投资品种、投资渠道、信息来源、资金规模、投资技能等方面的优

势，实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之间的 佳平衡。基金投资方式已经逐渐深入到了普

通投资者的生活中。 

既然认清了投资是取得合理回报、抵御通胀、保全财富稳定升值的良好策略，就该长期

坚定执行。普通人无法判断市场的每一个波段，但是，坚持正确的投资理念，端正投资心态，

一定能长期分享经济增长，实现财富积累。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总

体走势总是向上的，即使在美国股市过去的 80 多年里，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股灾，依旧在

不断创造新的高度。 

目前许多基民每日盯着净值不放，在市场震荡下忧心忡忡。其实，频繁的赎回申购并不

是好的投资习惯，大多数投资者往往在市场波动时倾向于赎回基金以规避风险，但是，一旦

赎回又会面临再择机申购基金的问题，但进场时机的选择往往不尽如人意。投资者应避免短

线行为，长线持有基金以获得稳定收益。其实，从投资基金伊始，就要摆正心态。基金是长

期理财工具，选择投资基金也只是选择了一种理财方式，而非短期谋取暴利的手段。而且在

实际的操作中，投资者切忌追涨杀跌，高吸低抛，否则到头来白白损失了不少手续费不说，

自己还一无所获甚至损失本金。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投资基金既要能在基金净值的上涨中

享受欢愉，更要能坦然面对基金净值下跌的煎熬。 

 

2008-5-29【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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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市"投基"制胜五要点 

牛市行情下买基金，对于每位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件十分轻松惬意的事情。但在震荡市

行情下，大盘指数在一定的通道内徘徊，投资者投资基金的盈利空间变小，操作难度加大，

时机的选择也变得复杂。有许多基金投资者选择赎回，不再持有基金，但笔者认为，震荡市

下也能“投基”。 

第一，基金仍然值得买。震荡行情相对于持续上涨的牛市行情而言，虽然盈利变得困难

了许多，但仍然是购买基金的好时机，尤其是指数型基金及股票型基金。因为此时基金配置

资产的估值已经偏低，为今后的基金净值增长打开了空间。尽管市场未来不确定的因素较多，

投资者购买基金后仍然存在净值进一步下跌的可能，但只要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作基金的能

力仍在不断提高，震荡市行情下基金的表现就值得期待。 

第二，新基金优势更为明显。尽管震荡市行情下，对所有的基金净值都会产生影响。但

由于新老基金产品的管理和运作特点的差异，决定了其风险收益的不同。新基金处于封闭期，

只接受申购不接受赎回，基金管理人可以利用震荡市机会充分建仓，从而使基金的资产配置

成本 小化。老基金由于仓位较重，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下跌带来的净值下跌，加上基金持有

人的赎回，会加速基金净值的下跌幅度。相对于新基金，老基金主动调整的灵活性差一些，

而新基金完全可以依照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做出仓位的调整。资金运用的灵活性决定了震荡

市下新基金表现出比老基金更有利的投资优势。 

第三，震荡市分红基金投资潜力不可忽略。震荡市行情下，投资基金避险比获取收益更

加重要。因为在持续不断的净值下跌过程中，不采取相应的投资对策，只能被动地使基金净

值下跌。这在基金仓位上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管理优秀且具有一定成长性的基金产品，

其管理人在震荡行情下往往不会坐而等之，而是积极寻找避险措施。进行大比例分红就是一

种主动调整仓位、降低风险的有效措施。这样不仅使分红前的基金仓位得到了降低，而且如

果分红时通过持续营销能够新增加资金，还能使分红后的仓位得到大幅度降低。 

第四，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配置不可或缺。在震荡市行情下，投资者持有基金的

风险大于收益。因此，投资者在进行基金产品投资时，应适当配置一定比例相对稳定的基金

产品，如债券型基金或者货币市场基金，避免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第五，可交易基金存在套利机会。震荡将会导致市场的波动频率加大，从而引起基金净

值的频繁波动，但这为可上市交易的基金产品（封闭式基金、ETF、LOF）等提供有利的交

易性机会。因为这些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与基金净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差，因此具有套

利空间。 

2008-6-3【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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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型基金半年扩容一倍 机构资金加速涌入 

印花税下调引发的“4·24”反弹行情，并未进一步延续成为市场所期盼的“红五月”，

反而成为涨一天、跌几天的“绿色五月”。市场前景迷雾重重，令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的低

风险、稳健收益优势更加凸显。一系列迹象表明，以机构资金为代表的理性资金，在 5 月

份加速涌向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两大低风险投资洼地。 

统计显示，5 月份新成立 4 只债券型基金中，户均认购额均超过 20 万元。与此同时，

多只货币市场基金为了吸引更多的理性资金进入，纷纷打破过往牛市中的“沉默”状态，

宣布将“T+2”、“T+1”赎回时间改为“T+0”到账。 

户均认购超 20 万成普遍现象 

天相统计显示，在 2006、2007 年两年牛市中，共有 9 只债券型基金成立，其中户均认

购额超过 20 万的仅有 2 只。进入 2008 年以来，由于市场持续调整令偏股型基金的业绩普

遍缩水，债券基金的户均认购额开始有所增加。尤其是 5 月份，新成立债基的户均认购额

超 20 万成为“普遍现象”。 

银河证券基金分析师李薇指出，该现象表明倾向低风险的机构资金，加大了对债券基

金的持有，债券基金的机构化趋势也随之加剧。“相比较于偏股型基金，债券型基金由于低

风险、收益稳健，其机构参与程度一直较高，户均认购额大于偏股型基金也是理所当然。

但 5 月份以来新债券基金户均认购额全部超过 20 万，确实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实际上，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债券基金从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受到机构青睐。天相投顾

数据显示，2007 年末债券型基金机构投资者占比达到 65.73%，较 2007 年年中增加 14 个百

分点。 

7 只货币基金打出“T+0”卖点 

在债券型基金受到机构宠爱的同时，货币市场基金也“不甘寂寞”，纷纷打出“T+0”

这一卖点，迄今为止已累计有 7 只货币市场基金可实现“T+0”当日赎回。 

 “当日赎回，当日到账，无疑将大大增强货币基金对理性资金的吸引力。”李薇表示，

当前偏股型基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行寒流，首发规模持续性缩水。在这样的形势下，基

金公司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管理费缩水，不得不将加大旗下其他基金产品的销售力度，增加

管理资金的规模。多家基金公司纷纷加大货币基金推广力度，可能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

他们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前景不太看好。 

债券型基金半年扩容一倍 

伴随着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的携手走强，过去两年牛市中偏股型基金规模迅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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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形成“一基独大”的趋势，开始从今年以来有所遏制。 

Wind 资讯的数据显示，仅仅从今年 1 月份至今的近半年时间中，债券基金所管理的资

产规模就扩容了一倍之多，在基金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也随之增加了一倍。据统计，去年 12

月底，累计 25 只债券型基金共管理的资产总额为 575 亿份，基金市场占比为 2.57%；今年

5 月底，债券型基金的数量迅速增长到 40 只，所管理的资产总额随之增长到 1164 亿份，

市场占比也增至 5%。 

数据同时显示，由于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并未新批货币基金，货币基金的资产规模和市

场占比在今年前 5 个月内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据悉，在 2005 年上半年的熊市中，盛极一时

的货币市场基金占整个基金市场的比例曾高达 47.97%，当时曾先后出现过规模高达四、五

百亿的货币市场基金，后来伴随着偏股型基金的迅速壮大，其市场占比萎缩到目前的 5%左

右。 

 “随着越来越多的货币基金展开‘T+0’业务，未来一段时间其市场规模将明显增加，

不过已经不可能回到几年前半壁江山的老大地位了。”一家中型券商的销售部门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 5 月中下旬已经出现货币基金申购明显放大的现象，不少人选择将手中亏损的偏

股型基金转换为货币基金。 

 

     2008-6-2【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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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基金的管理模式知多少？ 

投资者在挑选基金时，不仅要了解基金的历史回报与风险，基金由谁管理即基金经理在

管理组合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基金经理手握投资大权，决定买卖的投资品种和时间，对业

绩的优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评价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之前，普通投资者有必要了解基

金管理的几种模式。 

单一基金经理制(Solo Management) 

在美国的共同基金业中，单一基金经理制是 普遍的一种管理模式，即一只基金由一名

基金经理管理。当然，离开了背后强大的研究团队支持，任何一个基金经理都如同单兵作战，

孤掌难鸣。他们同样需要大量研究员的宏观分析、行业分析以及个股推荐报告。但基金经理

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决策的，单一基金经理制保证了基金经理在决定组合构建时的话语权，他

们是投资决策的关键人物。 

从国内的基金管理模式来看，单一基金经理制仍是行业的主流，其优势是保证基金经理

决策的独立性，便于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不足体现在基金经理离职可能会引发基金过往良

好业绩的不可持续性和投资风格的改变，投资决策的不连贯可能会导致基金老客户的流失。 

时移世变，斗转星移，过往两年基民心目中的“明星基金经理”在 2007 年纷纷大批投

奔私募，基金经理频繁流动的现象吹响了“基金经理抢夺战”的集结号。为了应对基金经理

人才稀缺，投资管理经验不够丰富等青黄不接的现象，去年以来，“基金经理团队制”的管

理模式悄然上演…… 

基金经理团队制(Management Team) 

基金经理团队制也是目前流行的一种管理模式。单只基金由两个或以上的基金经理共同

决定组合的构建，也被称为“双基金经理制”或“多基金经理制”。在国内，这种管理模式

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首先，按照资产类别划分，基金经理各司其职，管理不同类型的资产。 

其次，来自不同行业研究背景的基金经理组成投资团队，其决策通常由管理经验较为丰

富的基金经理决定。 

第三，基金经理＋基金助理常常是基金公司建立人才储备的通用方式，基金助理一般由

经验较为丰富的研究员担任。该职位是他们将研究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主战场，也是成为基金

经理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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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投资人制度(Multiple Managers) 

多元投资人制度在国外不如前两种模式普遍，即将基金资产分配给不同的投资经理，各

自负责一部分资产投资。美国基金(American Funds)因是“多元投资人制度”的实践者而闻

名，雇用业内的明星基金经理分管不同规模的资产。 

该模式主要的优势在于为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投资决策提供桥梁。与国内“一主一辅”

的基金经理团队制不同的是，“多元投资人”制度亟待解决基金经理的考核问题，以及如果

发生投资冲突，如何协调基金经理间的分工合作问题，毕竟规模偏大会加剧投资标的稀缺性。 

对比上述三种管理模式，单一基金经理制明确了持有人资产的 终管理者，投资者获取

基金经理的信息也比较方便快捷。团队制和多元投资人制度在管理的连贯性上体现一定的优

势，特别是能够减少基金经理离任带来的冲击，使其平稳过渡。 

来源：【晨星(Morning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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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我遗忘了查询密码怎么办？ 

您需要拨打客服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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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会初始化您的查询密码（身份证号码后 6 位），之后您可以登

录我公司网站输入基金账号或者开户证件号码，进行查询密码的重新设置。 

 

2、光大货币的每万份收益和 7 日年化收益率是什么意思？ 

每万份收益（元/万份）是指每日每万份基金份额的日收益。 

7 日年化收益率是指货币市场基金以 近七日（含节假日）收益所折算的年收益率，

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 Ri/7 ）×365 /10000 ] ×100%；其中： Ri 为 近第 i 公历日

（ i=1,2 ……7 ）的基金日收益，是一个相对值，实际得到的收益是按每万份收益来计算

的。 

  

3、货币基金是否完全没有风险?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承诺本金任何时候都不发生亏损，也不保证 低收益率。一般来讲，

在同时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货币市场基金可能会发生本金亏损： 

一、短期内市场收益率大幅上升，导致券种价格大幅下跌； 

二、货币市场基金同时发生大额赎回，不能将价格下跌的券种持有到期，抛售券种后

造成了实际亏损。 

据有关测算表明，单日货币市场基金发生本金亏损的可能性很小，如持有一周或者一

月，则本金损失的概率接近于 0。随着持有期的延长，由于市场风险所导致的亏损概率会

降到非常低。而国内货币市场基金按规定不得投资股票、可转换债券、AAA 级以下的企业

债等品种，因此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比较低。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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