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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1027 20081028 20081029 20081030 20081031 

基金净值（元） 0.4860 0.5008 0.4885 0.5012 0.4914 

累计净值（元） 2.4297 2.4445 2.4322 2.4449 2.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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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6 20081027 20081028 20081029 20081030 20081031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4528 0.7359 0.7096 0.7946 1.6439 0.8263 

7 日年化收益率 (%) 3.1960 3.1280 2.7190 2.7130 3.2170 3.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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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7 20081028 20081029 20081030 20081031

基金净值（元） 1.2419 1.2714 1.2387 1.2576 1.2341 

累计净值（元） 1.8999 1.9294 1.8967 1.9156 1.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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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7 20081028 20081029 20081030 20081031 

基金净值（元） 0.6208 0.6400 0.6222 0.6346 0.6220 

累计净值（元） 1.9008 1.9200 1.9022 1.9146 1.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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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7 20081028 20081029 20081030 20081031 

基金净值（元） 0.4293 0.4380 0.4285 0.4350 0.4274 

累计净值（元） 0.4293 0.4380 0.4285 0.4350 0.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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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市场全球再次联手降息，政策暖风不断，但随着中国石油和工商银行等护盘“大

力士”重回前期低点，1800 点的“政策底”在指数层面的也宣告失守。虽然 H 股受益国内

降息反弹力度较大，但是A/H价差巨大导致市场继续探底走势。上周上证综指跌幅为 6.02%，

振幅为 7.84%，均略大于前周，成交量为 1739 亿元，也略高于前周，沪深 300 指数跌幅也

达到 6.62%，略超上证综指。同时我们注意到，上证综指 10 月份跌幅近 24%，创出了 14

年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A 股历史上单月跌幅超过 23%有 4 次，次月涨幅最低 7.6%，平均

51.9%。 

国内形势看，在国务院出台一系列刺激举措后，央行又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再次降

息，凸显主要经济体联手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刺激经济之决心。虽然政策的效应需要时间显

现，而在这之前仍需要受到外围经济减缓的强大压力，但是我们仍旧对减息政策给予正面评

价，该政策对于缓解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或许有很大帮助。 

08 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盈利同比增长 6.33%，增速较上半年显著下降 8.74 个百分点。

3 季度单季净利润则同比下降 11%。剔除金融业，08 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5.45%，三

季度金融板块的业绩贡献明显趋弱，其自身三季度单季净利润同比首现负增长。剔除金融、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及电力行业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16.46%，增速较 08 上半年也显著

回落 13.93 个百分点，反应了经济周期下行、行业景气回落态势。近期原油价格大幅调整，

石油加工行业炼油业务有望在四季度扭亏为盈；电力行业也有望在上游资源价格下跌下改善

经营，四季度业绩增长负贡献影响也将逐步趋弱。 

上周美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下滑 0.3%，为 2001 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降幅，略优于市

场预期的下滑 0.5%。美国经济主要驱动力——实际居民消费支出在第三季度下降 3.1%，为

17 年以来首次下滑，也是 28 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是第三季度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拖累该

季经济增长 2.25 个点。若没有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

速会更糟。而随着失业率上升，收入下滑以及房地产和股市财富效应的消失，消费支出在第

四季度很难出现改善；政府支出、净出口及商业投资对于经济的支撑也很难延续至第四季度。

目前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在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将继续大幅萎缩 2.8%和 1.5%，美国

经济开始陷入衰退。 

此外，下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市场普遍预期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会有利经济，历

史上此后的 1-2 个月美国股市大多上涨。随着 3 季报披露完毕，市场对于企业盈利的担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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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暂告一段落，我们对 11 月份 A 股市场相较 10 月份稍微乐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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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6.02% -10.46% -24.63% -37.72% -70.97% -67.14% 0.21%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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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6.92% -8.95% -25.28% -39.77% -71.39% -68.59% 0.54%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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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8.87% -12.18% -28.61% -41.01% -72.25% -70.65% -3.84%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0 月 31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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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日－200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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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央行宣布降息，虽然此前市场对于央行降息均有较强预期，但央行在一个月内两次

宣布调降利率仍出乎市场成员预料，银行间市场现券交易收益率水平在央行降息的带动下再

次向下移动，其中五年以下水平下降幅度最大，收益率曲线较前周略现陡峭。在资金面方面，

上周银行间货币市场流动性仍保持充裕状态，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4794%，与上

周 2.5066%相比又下跌了 0.0272 个百分点。而短期回购利率的走低也给现券市场的收益率

水平提供了较强支撑。 

上周银行间信用类品种的交易有所恢复，中票市场双边报价频繁被点击成交，显示市场

对于高等级信用品种的需求仍比较旺盛，而预期短期内信用类品种的市场成交将根据其信用

等级出现一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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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0.54% 2.26% 4.89% 8.19%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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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10-31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2.6200  -0.1385  -0.0375  -0.5325  -0.8403  -0.6552  
2y 2.9123  -0.1492  -0.2402  -0.5950  -0.7382  -0.5523  
3y 3.1147  -0.1531  -0.3617  -0.6235  -0.7079  -0.5193  
5y 3.3239  -0.1463  -0.4304  -0.6073  -0.7880  -0.5914  
7y 3.3970  -0.1279  -0.3805  -0.5412  -0.9293  -0.7278  
10y 3.4918  -0.0959  -0.3039  -0.4432  -1.0194  -0.8281  
15y 3.6746  -0.0504  -0.2380  -0.3415  -0.8734  -0.7501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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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勾画基金定投的微笑曲线 

    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投资者往往会趋向于趋势投资，熊市之中，基金投资

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假设如果在满仓的情况下，只能是守，在净值损失相对较多的情况

下，赎回已经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更不能盲目杀跌， 

而对于一些现在想进入基金的投资者而言，基金定投是一种合适的投资策略。在震荡市

场，定投的风险要相对小于一次性投资，但投资者还要分析自己买的产品好不好。首先要看

买的是什么类型，还要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选择定投的基金的类型还须适合投资者的风险

偏好，而不是单纯的看基金的风格。稳健的基金可能风险较低，而激进的基金可能风险较高，

因此低风险投资者更适合稳健的产品，高风险投资者更适合激进的产品。  

在管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而基金定投也可以勾画出最美的"微笑曲线"，将

每月买入的基金净值与最后卖出净值，用曲线连接起来的弧形宛如一张笑脸。基金定投是一

个相对长期的投资计划，在定投持续不间断的长期投资期间里，可以充分有效地平均投资成

本，降低市场的波动及风险。如果投资期间长达十五年以上，历经完整的景气循环周期，长

期获得正收益的机率大为提高，而且基金定投每月最低只要 100 元起，适合一般中小投资者。 

短期内市场难以预测，但从长期来看，股市总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一致。定投具有

平均成本的功效，这是由基金定投自我稳定的性质决定的，在定投过程中，平滑了市场波动

引起的基金净值波动，从而平均了成本。但要达到这个效果，定投的时间必须足够长，最好

能做到跨周期投资。基金定投的策略也不是完全的长期持有，投资者一样可以遵循"择时投

资、获利出场"的原则，只要运用得当，同样可以实现轻松理财的目的。 

  当然，定投也有一定的风险。定投基金的风险主要来自于该基金所投资的市场风险。如

定投股票基金的风险就主要源自于股市的涨跌，而定投债券基金的风险则主要来自债市的波

动。与一次性购买相比，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具有平摊投资成本、分散市场风险的作用。在股

市大幅震荡阶段，投资者很难把握行情，做到低买高出，定投可以让投资者不必非常在意市

场涨跌。  

    2008-10-30【东方早报】 

 

债券基金：2008 年的亮丽风景  

  今年谁能战胜 CPI？答案最有可能是债券基金。股市大跌股票型基金遭遇大幅缩水，债

券型基金作为较低风险的基金品种，以其较为稳定的收益和良好的抗跌性，日益成为投资者

抵抗通胀压力、避免财富缩水的有效选择。 

  债券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在目前股市前景不明朗时，购买债券型基

金，不仅可以降低资产的波动性风险，而且还可以应对近年来不断走高的 CPI。 

  从居民理财角度来说，战胜 CPI 是投资理财的基本要求。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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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已然来临。如果你要想自己的财富不随着时间而贬值，那就要进行投资理财并竭力使自

己的投资收益至少超过 CPI，这样才能保证你的财富购买力不会轻易打折。 

  那为什么是债券基金呢？从债券市场理论来说，中长期债券投资收益率应该是高于 CPI

的，欧美等国家上世纪 50 到 60 年代以来债券市场的表现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我国债券

基金的过往业绩也足以说明其的确是在长期内持续稳定战胜 CPI 的重要投资品种之一。据银

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过去三年（2005～2007 年）债券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8．89%、20．92%和 22．47%，均战胜了同期的 CPI 指数。 

  理财专家表示，在波动较大的市场行情下，配置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尤其是低风

险的债券型基金品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同时兼顾收益，可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资产的贬值。其中可以申购新股的强债基金除可以投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

可转债等债券投资品种，还可积极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有助于在保障资产流动性的基础

上获取较高收益。 

  那为什么要选债券基金而不是直接买债券呢？因为普通投资者在投资债券时往往会面

临着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购买渠道限制、对债券资产的风险收益分析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

以及信息获取渠道缺乏等等，而债券基金则为投资者提供了省时省力分享债券投资收益的稳

健投资渠道。 

  事实胜于雄辩，债券基金的业绩表现在今年的投资市场上可圈可点。银河证券基金研究

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年初到 10 月 8 日，股票型基金平均跌幅达到 49.12%，而债券型基

金则平均取得了 1.89%的收益。部分可“打新股”的增强型债券基金表现尤其抢眼，有些收

益已经超过了 5%，成为如今低迷投资市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目前 CPI 开始回落和降息周期愈加明显的经济背景下，债券市场有望迎来牛市格局，

投资债券基金让你的资产保值增值战胜 CPI，可谓正当其时。 

2008-11-3【第一财经日报】 

 

三季报后难觅新投资机遇 股市期待明年转机  

三季报后难觅新投资机遇 

从披露完毕的三季报看，债券基金一枝独秀，共实现当期利润约 25 亿，有债基当季的

净值增长幅度高达 6%，不少基金在三季报中对债市后续行情颇有期待，但市场风云变幻，

如今债市在急速的上涨后又面临迅猛的下跌，一家大型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向记者表示，“债

市已经用三个月走完了我们原来期待的一年行情”；而股市短期仍无明显机会，转机可能会

出现在明年。这些都致使市场开始苦苦寻问，三季报后如何寻觅新的投资机会。 

债市吸引力下降 

 “以现有的债券收益率，难以吸引长期投资者。”某基金经理直截了当地说。与此对应

的是，上周企债市场开始出现了明显下跌，企债指数从一周前的约 130 点迅速下滑到了 128

点，下跌幅度约 1.54%。某债券基金经理介绍说，企债市场部分个券调整明显，上周交易量

明显放大，交易所市场目前继续上行面临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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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业内人士介绍，此次下跌，一方面缘于债市短期上涨迅速，另一方面，市场对于江铜

在期货市场上的操作比较担心，致使其债券品种出现大跌，并带动一部分债券下行。不过江

铜已公告解释称，其持有的期货头寸是以生产经营实际需要为基础的，多头头寸都有相应的

实物订单为基础，不会对公司的长期或短期债项产生偿付影响。 

而昨日的企债市场却继续下跌。江铜、新湖、铁岭等在内的券种下跌幅度较大，从下跌

榜中可以看出，下跌迅猛的多是那些无担保的债券，或是身处房产行业。 

有分析师指出，无担保信用债券的非理性成份仍较大，投资者应注意其中的投资风险。

而即使有担保的，这其中也有变数，目前来看，许多公司以持有的股权、土地、海权等作为

抵押物进行担保，如果投资者对其评估产生不信任感，那其担保价值势必也会大打折扣。天

治基金经理建议，交易所市场投资者要注意信用债继续大幅回调的风险，交易性机构在近期

宜稳健为主，不宜再追涨。 

当然从整体上来看，接受采访的诸多基金经理都认为，由于进入降息周期，债券的利率

风险不大。现在的问题只是，一方面收益下降过快，另一方面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都没有

合理补偿。 

股市期待明年转机 

对于股市而言，如果单从历史数据看，A 股已经跌无可跌；但在全流通的市场中，投资

者还需要考虑产业资本的估值方法。上海某基金认为，目前可以说市场就处在一个震荡盘整、

夯实底部的阶段中，一些优质个股的投资机会也在慢慢的显现。但是在信心涣散的市场上，

微小的利空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如昨日在外围震荡的引发下，A 股市场又出现大跌，两市跌

幅均超过 6%。 

上海一家基金的投资总监认为，全球市场仍处于前所未有的波动中，企业间的借贷成本

仍然极高，市场对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没有信心。 

从中国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放缓。要先看到房地产销

售的回暖，才能有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加速；出口减速使得制造业的利润逐渐消失，制造业的

投资热情不在。 

虽然从现在的数据看，国内消费现状还比较好，但在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

消失后，中国的消费还能维持高速的增长吗？农村的消费增长速度超过城市，未来的消费潜

力在农村。但短时间要启动农村消费是不现实的，政策的作用是长期的，对短期的作用并不

明显。 

上海某基金进一步指出，市场还确有潜在隐忧，首当其冲的就是上市公司三季报的影响。

有些行业业绩滑坡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期。在季报披露的高峰期，投资者谨慎观望的情绪较浓；

但另一方面，股指的急速下跌正在不断创造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股价水平，截至昨日收盘，沪

深 300 指数的 08 年及 09 年动态市盈率分别为 12.19 和 10.42 倍，而市净率为 2.04 倍，创出

2005 年来的新低。“一旦全球宏观经济出现稳定的态势，我们将会看到全球央行的大规模降

息及注资行动所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最终成为投资和消费的巨大拉动力。” 

还有基金经理认为，从股市上涨需要满足的几个因素看，比如宏观基本面不再继续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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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再如货币政策出现过度放松，使债券收益率失去吸引力，股市的转机可能出现在明年

年中。 

债市已经用三个月走完了一年行情；而股市短期仍无明显机会，转机可能会出现在明年。 

2008-10-28【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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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如何面对深陷恐慌的市场  

一旦深陷恐慌，恐惧就会战胜理智。投资人会卖掉风险资产、大量持有现金，还反复琢

磨着市场究竟会糟糕到什么程度。显然，市场的极度恐慌会波及现实经济，影响全球投资者

买卖的决策，形成恶性循环，把市场推向更低点。 

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极度恐慌的阶段。四周以来，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大起大落，有

八次跌幅超过 3.5%，其中有三次超过 7%，近期又有五次涨幅超过 4%，其中一次达到 11%。 

在和平时期，证券市场只有三个时间出现这样大的单日震荡，分别是 1987 年 10 月、1929

年 10 月和 1932 年中期的大萧条。实际上，股票就在长正尾和长负尾之间来回震荡，表现相

当反常。 

有一点要明确的是，像今天这样恐慌、混乱的局面，不能在经济的基本面和证券市场表

现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最多可以说，这种极端的波动性好像是市场行为的分水岭或者是转折

点，不论是上涨或是下跌。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波动性是预示更严重的冲击，还是市

场的极度恐慌或许将得到全球遏制。 

沃伦巴菲特，世界传奇投资人之一，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以下是他在《纽约时报》

中发表的观点： 

 “避免从众心理，要众人激进的时候我保守，众人保守的时候我激进。很确定的说，

现在是普遍恐慌的时候，甚至那些老投资人都不免受到影响。当然，投资人要在处于劣势的

时候有效地平衡股票或者业务。但是，要怀疑美国大量运营良好的公司会长期低迷，这毫无

意义。这些公司是会收入降低，他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但是，5 年，10 年，20 年之

后，这些主要的企业会创造新的盈利记录。”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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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光大增利收益债券型基金募集结束了吗？什么时候成立？封闭期是多久? 

光大增利收益债券基金，自 2008 年 9 月 22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2008 年 10

月 24 日募集工作顺利结束。本基金本次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

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08 年 10 月 29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

该日起生效。 

光大增利收益债券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办理申

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2、债券基金的风险和收益情况如何？ 

投资债券基金的风险主要是利率风险，这是因为债券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而债券价格

受利率影响很大，尤其是固定利率的债券，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反之

亦然。另外由于债券的期限结构不同，表现出来的风险也不一样，一般短期债券或浮动利息

债的利率风险比长期债要小，但潜在的收益可能也小些，因为一般短期债的票面利率比长期

债的票面利率低。债券基金可以投资不同期限的债券，有利于回避利率风险，同时寻求较高

的收益。 

 

3、 我是你们公司的基金客户，收到你们寄来的三季度对账单，现在想取消邮寄，改成电子

对账单，应该怎么做？ 

投资者可以致电我公司客服热线 400-820-2888 由坐席人员为您取消邮寄对账单，定制

电子对账单；也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进入网站右侧的客户俱乐部--基金客户登陆，输入开

户证件号或基金账号、查询密码及验证码登陆后，选择对账单管理，取消纸质对账单后的勾，

同时在电子邮件后划勾，登记邮箱地址并确认，即可将纸质对账单改为电子对账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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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