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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721 20080722 20080723 20080724 20080725 

基金净值（元） 0.8683 0.8643 0.8589 0.8881 0.8760 

累计净值（元） 2.8120 2.8080 2.8026 2.8318 2.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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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0 20080721 20080722 20080723 20080724 20080725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4860 0.7431 0.7398 0.7398 0.7418 0.7580 

7 日年化收益率 (%) 2.8230 2.8450 2.7950 2.8000 2.7430 2.7530 

业绩比较基准：税后活期存款利率 

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净值 (360005) 

日期 20080721 20080722 20080723 20080724 20080725

基金净值（元） 2.2401 2.2339 2.2150 2.2757 2.2516 

累计净值（元） 2.8981 2.8919 2.8730 2.9337 2.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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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1 20080722 20080723 20080724 20080725 

基金净值（元） 1.0851 1.0826 1.0732 1.1009 1.0895 

累计净值（元） 2.3651 2.3626 2.3532 2.3809 2.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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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1 20080722 20080723 20080724 20080725 

基金净值（元） 0.6882 0.6860 0.6807 0.6971 0.6908 

累计净值（元） 0.6882 0.6860 0.6807 0.6971 0.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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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市场继续小幅反弹，成交量略有放大。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3402.05 亿元，区

间涨幅是 4.73%，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1720.59 亿元，区间涨幅是 4.48%。涨幅居前的几个

行业是房地产、电子元器件、餐饮旅游、农林牧渔和金融服务，涨幅居后的几个行业是化工、

食品饮料、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采掘业。          

 前期跌幅过大的地产、金融等板块在上周表现优于其他板块，起到稳定大盘的作用；而

化工、采掘业前期表现一直好于其他板块，近期表现相对弱于其他板块。随着国际原油价格

的下跌、美国经济运行好于预期、国内 CPI 指数的逐步下降、奥运期间国家政策偏向全力

维稳、上市公司中报业绩增长和相对较低的估值水平都对市场形成有利支撑。但是从中长期

来看，目前美国经济见底时间尚未确定，全球通胀压力继续存在，企业获利存在下滑的不确

定性，后期我们的投资将积极关注稳定增长的消费与服务业、通胀受益的大能源板块以及整

合受益的先进制造业等板块，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策略，把握市场热点板块，努力获取超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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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3.12% 0.30% -1.37% -19.47% -33.74% -45.55% 7.2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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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6.92% -0.96% -1.46% -23.40% -32.85% -45.38% 19.24%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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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3.82% 0.09% -2.19% -23.08% -32.43% -47.91% 8.94%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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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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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8 日－2008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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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资金面上，上周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6959%，与此前一周相

比上涨了 0.0371 个百分点；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净投放资金 100 亿元，各期央票利率与

前期持平，其中 3 年期央票继续停发。而此前的两周，央行单周分别净回笼 510 亿元和 330

亿元。央行此举可能是为了缓解目前银行间市场隔夜回购利率居高不下、市场资金面略显紧

张的局面。 



 

 

5

现券方面，因南车股份启动 IPO 而对未来短期市场资金面的不确定性，令机构趋向保

留资金，不愿轻易扩大现券交易规模。久违市场的大盘新股发行在即,市场成员大多谨慎关

注未来资金面走向，上周现券得以继续维持平淡走势。而央行开始向市场净投放资金，可能

是从紧货币政策松动的先兆。受此影响，二级市场国债走出了小幅上扬行情，各期限品种收

益率均变化很小。市场交易的热点仍然集中于央行票据，但成交收益率变动有限。 

宏观面，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上周五召开。从会议传达的精神看，宏观调控的任务将更加

强调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其重要性高于抑制通货膨胀。这一基调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给出了明确的信号。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对于央行从紧货币政策或将松动的传闻如果能够

兑现，债市或将再次走出强势上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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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0.06% 0.05% -0.02% 0.27% 3.43% 2.35% 98.02%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8 年 7 月 25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7-25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0636  -0.1487  -0.1865  0.3127  -0.5234  -0.0671  
2y 3.6163  0.0412  0.0197  0.3786  0.1041  0.5841  
3y 3.9641  0.1466  0.1199  0.3771  0.4560  0.8931  
5y 4.2212  0.1771  0.1018  0.2460  0.5801  0.8146  
7y 4.1880  0.0903  -0.0405  0.0687  0.3436  0.3582  
10y 4.1599  -0.0224  -0.1692  -0.0538  0.1015  0.0073  
15y 4.3029  -0.0947  -0.1298  0.0638  0.1324  0.323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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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防范过度敏感效应 坚持长期投资 

在股市低迷时期，很多人都会重读巴菲特，想寻求股神几十年笑傲江湖的投资智慧来指

导自我投资理念的修复，其实，在牛市和熊市中读巴菲特的心态肯定会有所不同。在巴菲特

的理念中，真正的价值是长期稳定的，即使其中有较多的波动，股票投资者往往倾向于预测

股市的涨跌与股票价格的波动，各类证券分析机构也通过预测股价波动获取收益。然而，人

们往往会落入信念固着的思维陷阱，在满仓时忽视下跌信号的出现，而在空仓时忽视上涨因

素的累积。巴菲特看透了这一思维误区，主张认清投资与投机差异，认为应理性投资而不应

非理性投机。应当说，这就是巴菲特法则的思想精髓——价值投资。  

反观基金投资者们，在繁多的基金产品中，选中一支优质基金并不容易，而在市场波动

时能够坚定持有更是艰难，确实，在大盘整体调整过程中，经历牛熊转换是痛苦的，但长期

来看，这只是一次短时间的调整。数据显示，美国 70%的基金投资者至少有 10 年“基龄”，

并且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牛市以来，美国基民平均持有基金的周期是 3 到 4 年左右的时间。

而相对年轻的中国市场来说，基民的持基时间则远远不够。2006 年中，大部分基金的业绩

都实现翻番，而一项调查显示，在这一年中，基民能享受到全年收益的不足 10%。不少投

资者在频繁花费了申购费、赎回费及大量时间、精力后，实际的投资收益远远没有那些全年

持有的投资者来得可观。对于那些看好市场走势，希望分享股市收益但又缺乏个股选择能力

的投资者而言，选择并长期持有基金无疑是较为理想的方式。 

对投资者而言，过度敏感效应是一种很难避免的症状，在股市上涨时，人们往往过分乐

观，倾向于相信大牛市是永无尽头的，于是过分推高了股票价格；而股市下跌时，人们往往

过分悲观，倾向于相信大熊市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过分打压了股票的价格。巴菲特认为正是

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使得股票价格围绕其价值进行过分的波动，为投资带来机会。他认为好的

投资者应当利用这一现象，在别人贪婪时恐惧(1969 年当巴菲特发现股票市场中人们已经陷

入疯狂时果断抛售了所有股票，并解散了投资基金)，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 1973、1974 年

美国股市大幅下跌进入熊市后，巴菲特又逢低分批建仓成功抄底)。巴菲特认为，“股票市场

下跌在某种情况下不是坏事，投资机会正是从投资退潮中显露出来。” 

2008-7-24【东方早报】 

 

证监会发布 31 号文 百项检查“护航”基金销售  

日前，证监会发布 31 号文，拟 9 月至 12 月份对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进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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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销售现场检查，检查项目超过百项。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将进一步规范基金销售，有利于

基金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目前基金公司正在积极组织培训，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和理解基金销售适用性、

宣传推介、销售费率、销售行为、内部控制、业务流程等方面的内容。 

检查内容超百项 

根据证监会 31 号文，此次检查涉及 9 大方面的内容，大项包括资金安全保障、内部控

制制度、信息管理平台、销售适用性、宣传推介材料、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者教育、基金销

售协议以及数据报送。 

此次检查小项超过 100 项，记者统计基金公司基金销售现场检查对照表、基金销售机构

内控检查对照表和基金销售业务信息管理平台现场检查对照表，3 个检查项目的检查小项达

到 164 项目，也就是说基金公司要在 164 个项目中填上“是”或“否”。 

此外，在“基金销售与信息系统应急预案风险点汇总”的表格中，风险类别中销售业务

类的巨额赎回，要求基金公司做好流动性管理、做好资金支付和投资人告知工作，在对外宣

传类中，公司高管、基金经理等核心人员对外讲话或博客内容引起市场波动，要求基金公司

严查并禁止，一旦发生应立即撤销并更正以消除影响，在安全保障类中，群体性事件要求基

金公司、基金代销机构协助当地证监局、公安部门做好人员疏导工作、维持社会稳定。 

基金公司忙培训 

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市场部人士表示，由于有现场检查，他们公司将由市场部总经理牵

头，专门组织市场部人士对《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关于证券投资基金宣传

推介材料监管事项的补充规定》等文件进行学习，同时强化对此次检查内容的认识和了解。 

针对此次检查，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稽核部人士表示，在证监会 31 号文下来后，他们公

司监察稽核部很快就对相应内容进行了检查和应对。他还表示，无论是公司投资人员的发言、

还是新基金的宣传推介，他们公司一直都是按照《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内部控制指导意

见》、《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关于证券投资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监管事项的补

充规定》等文件严格执行，所以此次检查并无特别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5 月份证监局在针对基金公司信息系统安全的检查中，深圳一家基

金公司的网站曾被黑两次，暴露出基金公司在资金以及信息安全方面还存在漏洞，因此，在

此次检查中，资金安全保障也是重中之重。基金公司的前台业务系统、自助式前台系统、后

台管理系统、信息报送系统、信息管理平台都被列为检查重点。深圳另外一家基金公司督察

长表示，目前他们正在逐项核对，并进行统计和登记，在自我检查完成后，他们将在 9 月份

大检查前把情况报送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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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1 号文中，证监会还要求基金销售人员应积极取得从业资格，“中国证券业协会目前

已完成基金销售人员从业考试的准备工作，尚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基金销售人员应当考虑

参加基金销售人员从业考试。”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超过 80%的基金份额都是由银行销售，基金公司直销和券商销售

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因此，很多基金投资者投资基金都是在银行理财经理的推介下购买的。

在此次检查中，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中国证券业协会将联合对商业银行及营业网点基金销售

进行现场检查。 

2008-7-28【证券时报】 

 

 

防范利益输送基金季报详细披露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基金开始在季报等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平交易的专项说明。近日，证监会相关人士告

诉《第一财经日报》，这正是监管层根据此前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

指导意见》对基金公司提出的详细的披露要求。 

 “现在披露得还比较简单。”虽然上述证监会人士对基金二季报里公平交易专项说明一

项的披露还不甚满意，但他肯定这毕竟是在防范基金不公平交易（即利益输送）方面的一大

进步。 

二季报中，大多数基金新增了“公平交易专项说明”一项。2008 年 3 月 20 日，证监会

制定并公告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规定基金

公司应当在各投资组合的定期报告中就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本投资组合与其他投资风格

相似的投资组合之间的业绩比较、异常交易行为做专项说明。 

在随后 4 月中下旬公布的基金一季报中，上述要求并未得到切实执行，公平交易相关事

项大多被一笔带过。而在基金二季报中，仍有一些基金并未分项详细披露。而上投摩根成长

先锋基金在“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中对公平交易制度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确保

不同基金在买卖同一证券时，按照时间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在各基金间公平分配交易量。

交易系统中缺省使用公平交易模块,一旦出现不同基金同时买卖同一证券时，系统自动切换

至公平交易模块进行委托。” 

在“本投资组合与其他投资风格相似的投资组合之间的业绩比较”一项中，有些基金公

司对旗下投资风格类似的股票方向基金进行了直观的列表比较，但大部分基金均以“本基金

管理人旗下无其他投资风格相似的投资组合”简单带过。 

 “除了被动投资的指数基金和主动投资的股票基金不可比之外，”一位基金研究人士表

示，“其实大部分基金公司旗下股票基金的基金合同、投资风格都是基本类似的，都是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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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的。”  

2008-7-28【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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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四大利器精选好基金  

2008 年以来，许多基金投资者都饱尝了基金净值不断缩水的痛苦，甚至开始对基金理

财的专业性产生怀疑。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怀疑，是缘于投资者对基金的基本认识存在误区，

进而在基金品种的选择和具体的投资方法上出现偏差，最后造成比较大的损失。那么，如

何挑选一只好的基金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净值基金优先选择。这里所说的高净值，是指一只基金的累积净值。通常来说，

一只基金的累积净值越高，则说明这只基金的投资能力越强。这就像股市里，那些涨幅巨

大的股票往往都是价格相对较高的，而所谓老百姓爱买的便宜股，往往总是跌跌不休。在

投资领域里，大家应该遵循的信条是“物有所值”，而不是“物美价廉”。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很优秀的基金。 

二、净值增幅跑赢大盘指数的优先选择。考虑到上证指数已经失真，所以在这里我们

选用深圳综合指数的涨幅作为比较基准。客观而言，类似 1 个月、3 个月甚至 1 年期的基

金净值增幅比较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基金净值短期的表现并不

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我们通常从基金成立日期开始算起。这样一来，基金的存续期越长，

其数据的可靠性也就越大。 

三、规模小的基金优先选择。和基金公司追求基金规模的目标不同，对投资者而言，

追求的是基金净值的回报率，从这个层面来说，小规模的基金更值得推崇。 

四、坚持基金定投。选对了基金，还要有正确的投资方法。对基金投资者来说，坚持

基金定投是必须的。基金定投一定要坚持，特别是在熊市中，千万不能因为净值始终下跌

就暂停定投。因为定投的原理就是摊薄长期投资成本，而一旦停止，前期定投的价值就大

打折扣。从全球的经验来看，股市的长期运行趋势还是向上的，尽管其间有战争、经济危

机等事件发生。也正是基于这个趋势的判断，定投才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综上所述，如

果投资者能够正确理解上述四点，就不难通过投资基金赚取财富。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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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请问农业银行卡可以在贵公司网上直销开户时使用吗？申购费率是多少?  

自 2008 年 7 月 28 日起，我公司对持有农业银行金穗卡的个人投资者，开通了网上直

销交易业务。 

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农行金穗卡申购我公司旗下股票型基金适用费率标准如

下： 

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农行金穗卡申购光大货币基金，申购费率为零。 

2、我是你们公司的直销客户，现在想进行基金转换，想问一下基金转换的费率是否有优惠？  

自 2008 年 7 月 28 日起，我公司对于原网上交易直销客户，通过我公司网上直销系统

提交的货币基金转入股票型基金的交易申请实行费率优惠。股票型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费

率不优惠。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进行股票型基金（量化核心、光大红利、光大增长和光大优

势）之间的基金转换费率暂无优惠； 

将光大货币基金转换为本公司旗下股票型基金（量化核心、光大红利、光大增长和光

大优势），视同于申购，基金转换费率优惠如下： 

网上交易转账渠道 基金转换费率 

中国银联（Chinapay） 0.60% 

建设银行 0.75% 

 

基金名称 费用项 
单笔金额（M） 

（单位：元） 

柜台代销 

申购费率 

网上直销执行费

率标准（2008 年 7

月28日起至2008

年 8 月 31 日止） 

网上直销执行

费 率 标 准

（2008年 9月

1 日起） 

M<1000 万 1.5% 0.6％ 1.05% 量化核心

（360001） 
申购费 

M≥1000 万 1000 元/笔 1000 元/笔 1000 元/笔 

M＜50 万 1.5% 0.6％ 1.05% 

50 万≤M＜500 万 0.9% 0.6％ 0.63% 

光大红利

(360005) 

光大新增长

(360006) 

光大优势

(360007) 

申购费 

M≥500 万 1000 元/笔 1000 元/笔 1000 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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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