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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1124 20081125 20081126 20081127 20081128 

基金净值（元） 0.5473 0.5453 0.5470 0.5527 0.5381 

累计净值（元） 2.4910 2.4890 2.4907 2.4964 2.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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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23 20081124 20081125 20081126 20081127 20081128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3878 0.6831 1.3273 0.6818 5.2044 0.6633 

7 日年化收益率 (%) 4.1460 2.5280 2.8820 2.8920 5.3410 5.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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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24 20081125 20081126 20081127 20081128

基金净值（元） 1.3603 1.3541 1.3589 1.3799 1.3751 

累计净值（元） 2.0183 2.0121 2.0169 2.0379 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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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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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净值 (360006) 

日期 20081124 20081125 20081126 20081127 20081128 

基金净值（元） 0.6942 0.6923 0.6946 0.7038 0.6965 

累计净值（元） 1.9742 1.9723 1.9746 1.9838 1.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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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24 20081125 20081126 20081127 20081128 

基金净值（元） 0.4606 0.4598 0.4625 0.4678 0.4621 

累计净值（元） 0.4606 0.4598 0.4625 0.4678 0.4621 

业绩比较基准：75%×沪深 300 指数＋25%×天相国债全价指数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A 类）基金净值 (360008) 

日期 20081124 20081125 20081126 20081127 20081128 

基金净值（元） - - - 1.0070 1.0060 

累计净值（元） - - - 1.0070 1.0060 

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C 类）基金净值 (360009) 

日期 20081124 20081125 20081126 20081127 20081128 

基金净值（元） - - - 1.0070 1.0050 

累计净值（元） - - - 1.0070 1.0050 

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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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 A 股市场冲高回落，2000 点附近阻力较大，上证指数周跌幅为 4.99%，深成指

下跌 0.79%，沪深 300 下跌 4.73%，成交量有较大萎缩，上海市场周成交量为 2843 亿元，

而前周为 4559 亿元。 

上周三央行意外降低存贷利率 108 个基点，并宣布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1%，降息

幅度超出市场预期，虽然资本市场短期没有什么表现，但是我们相信低利率环境对消费需求

的刺激和投资支出意愿的刺激必将能够显现。从历史经验看，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大致在

6-12 个月。 

此外，中央政治局 11 月 28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积极扩大消

费特别是农村消费，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综合运用减税、扩大中央投资等手段支持民

生、内需，实施节能减排、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在当前经济下滑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只

有综合运用货币、财政、社保、减税和扩大投资等多项手段拉动内需，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

长。从这些手段来看，只有减税和扩大中央政府投资的手段对经济的效果较为显著。尽管农

村市场潜力很大，但农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 1/3，所以扩大农村消费需要农村收

入水平的提高为支撑，从这一点看，未来粮价必须保持较高的水准才能保证经济转型成功。 

本轮股市回调与经济步入下行周期有关，但我们认为虽然经济数据还将惯性下滑至衰

退期，但实际 GDP 增速下行的空间未必很大。近期实际 FAI 已经开始上行，四万亿刺激计

划可以保证明年的 FAI 增速保持一定高水准。只要价格合理，价格杠杆对消费的刺激能够奏

效。而实体经济停摆的现象逐步缓解，开春后可能可以看见一些好的数据信号。而短期的市

场处于政策真空期和流动性充裕期并行的阶段。年底是惯例的出口圣诞假期，我们密切关注

出口增速，以真实体验发达经济体的刚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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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4.99% -5.80% 5.61% -20.38% -61.05% -64.44% 3.75%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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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6.92% -5.54% 8.45% -21.41% -60.86% -65.38%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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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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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1.40% 13.38% -1.06% -20.11% -63.76% -66.28% 1.63%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1 月 28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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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日－2008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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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收益率在一级市场发行利率和降息的影响下，经历了一波先抑后杨的走

势。周三，财政部发行的 15 年国债仅获得 1.23 倍认购，中标利率 3.62%，边际利率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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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高于此前市场成员预期，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当日的市场收益率水平大幅上扬，7 年

以上各期品种的收益率均上浮 10 个基点左右。但当日晚间，央行意外宣布降息，同时调降

准备金率，在这个消息的刺激下，周四各期收益率水平大幅下调，但短端收益率在资金面和

降息的影响下，下调幅度更为明显，因此市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仍十分严重。 

在央行降息和准备金率调整的刺激下，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终于打破了长期盘整的态

势，回购利率水平大幅下移，其中，1 天和 7 天品种的回购利率水平均跌至 2%以下，质押

式回购周加权平均利率为 2.0481%，与上周 2.3105%相比大幅下跌了 0.2624 个百分点，后

期随着新的准备金率的执行，预计市场还会释放大量资金，市场资金面仍将会维持充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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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0.01% -0.34% 0.53% 4.99% 8.46% 7.68% 96.12%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8 年 11 月 28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11-28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1.7712 -1.4160 0.0115 -1.0261 -1.8257 -1.6336 
2y 2.3454 -0.7316 0.0200 -0.7496 -1.3283 -1.2361 
3y 2.7411 -0.2988 0.0294 -0.5461 -1.0306 -0.9938 
5y 3.1400 0.0227 0.0473 -0.3083 -0.8565 -0.8451 
7y 3.2539 -0.0305 0.0592 -0.2125 -0.9487 -0.9285 
10y 3.3549 -0.1326 0.0573 -0.1672 -1.0202 -1.0688 
15y 3.5273 -0.1307 0.0318 -0.2057 -0.8699 -1.1797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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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巧用基金转换优化资产配置 

    今年以来股市的无常使得不少基金投资者更加理性起来，有一些投资者想赎回股票型资

金转而投资债券型基金或货币型基金，等股市回暖后再投资股票型基金，但是又担心这样操

作会增加手续费的支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调整一下资产的配置，利用基金转

换业务，通过在不同风险程度的基金间的转换，回避因市场波动带来的投资风险，同时降低

费用。      

基金的品种不同，风险和收益特征也不一样，表现出来的基金的管理和运作能力也不同。投

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变了，基金品种就需要更换。投资者选择基金产品是需要经过风险承受能

力测试的，并由此而确定是选择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还是低风险的债券型基金。不同类型基

金之间更换品种应当进行适度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 

基金转换业务是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即投资者在持有一家基金管理公

司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后，可自由转换到该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直接申购目标基金而

不需要先赎回已有基金。投资专家介绍，在股市持续下跌时，投资者可将高风险的股票型基

金转换成低风险的债券型或货币型基金；股市向好时，投资者应将债券型或货币型基金转换

为股票型基金。投资者通过基金转换业务变更基金投资品种，比正常的赎回再申购业务享有

一定幅度的费率优惠。 

    但是，专家同时提醒，投资者不能因为基金净值在短期低于心理预期，就盲目而频繁地

进行基金转换，这样不但增加了转换成本，而且也可能失去原有基金产品应有的获利机会。

基金转换业务只是提供一种操作方式，而不是推荐一种投资策略，是否有必要进行基金转换

还要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另外，理财专家指出，其实有一些小规则可以为投资者降低投资的

成本， 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手续费支出，并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更轻松地投基。比如

网上买基金，现在各大金融机构都推出了网上基金业务，且银行对网上基金交易都有一定的

优惠政策，如网上自助开立基金账户免费，网上认购、申购开放式基金可以享受手续费折扣

等。  

    2008-11-27【东方早报】 

 

十年磨一剑 中国式基金舰队曲折前行  

虽然基金资产扩张太快造成了其投资过于集中，从而增大了防范风险的难度，也造成了

基金经理压力过大、流动性过大，不规范情况也偶有发生，但瑕不掩瑜，推动我国证券市场

的健康稳定发展，基金功不可没。 

在 10 年前，当首批两只证券投资基金公开发售时，恐怕没有多少人能预计到，10 年后

的中国基金规模能够有如此大的飞跃：基金管理公司 61 家；各类基金产品 473 只，其中开

放式基金产品 442 只；截至 2008 年第三季度末，基金总资产 1.82 万亿元，持股市值超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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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流通市值的 20%。 

十年磨一剑，基金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 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上述一系列数字则是基

金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印证。 

1998 年： 

基金规范化管理“元年” 

 “当时发行基金就像现在打新股一样，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中签率低得很。”已有

10 年“基龄”的资深基民老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如数家珍，“1998 年 3 月 23 日，A 股市

场首批两只公募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交易所系统上网发行，有近两千亿资金蜂拥而至抢

购这两只发行规模各只有 20 亿的新基金， 终中签率都只有 2%多。而 4 月 7 日上市时，

以 1.01 元价格发行的基金开元开盘价高达 1.37 元，此后开元更是一度连续涨停，到 5 月 5

日，开元在盘中创出了 2.41 元的 高价，我中签的 3000 份开元就是在 2 元左右卖出的。” 

老杨认为，那时候投资者对基金也不太了解，很多人都把它当作股票来炒。与后来折价

不同，当时的封基都是大幅溢价的。 

中国的基金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步，1992 年至 1993 年出现“基金热”，曾发展到

相当规模。在后来被称为“新基金”的证券投资基金问世前，中国已有基金 78 只、基金类

凭证 47 只,总募集规模 76 亿元。这些基金规模较小、投资范围广泛、运作不规范，市场上

称“老基金”。 

1997 年 10 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由中国证监会替代中国人民银行

作为基金管理的主管机关，这标志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规范发展阶段。此后，证监会一

直把超常规发展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作为加强市场基础建设的重点，当年共有 5 只基金登场，

6 家基金管理公司相继成立。 

1999 年，中国证监会开始清理规范原有投资基金， 终实现了新老基金的历史过渡。

到 2001 年，我国已有基金管理公司 14 家，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34 只。 

价值投资“榜样” 

如果说中国证监会成为基金行业的主管机构、封闭式基金亮相标志着“基金规范化时代”

的来临，那么开放式基金的面世则标志着基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封基 大的不足是不能扩募、不能赎回、价格不能完全反映资产状况。所以当首只开

放式基金发行时，我把当时资产的一半用来申购。” 

在证券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杨对新事物的理解和接受总是比较快。 

老杨所说的首只开放式基金，指的是 2001 年 9 月发行的某创新证券投资基金，首募规

模 50 亿份。此后，开放式基金出现了超常规式的发展。 

截至 2002 年底，共成立 17 家规范化运作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54 只契约型封闭式基

金和 17 只开放式基金，其中封基发行规模达到 817 亿元，市值约 773 亿元，历年合计分红

超过 200 亿元；开基规模 564 亿元，并出现多种投资风格类型。 

基金规模的扩大不但使市场多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机构投资者，也逐步改变着市场的投资

理念，价值投资开始逐步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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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一方面买入基金长期持有，另一方面也按照基金的思路买卖股票，选择有

价值的成长股。”老杨认为，是基金改变了他的投资策略，“我不再去琢磨那些小盘庄股，而

是关注股市本身价值，关注基金的选择。2003 年初，基金重仓的五朵金花颇受市场关注，

我就投资了汽车股和钢铁股，下半年就用买汽车股的盈利买了台汽车。” 

确实，证券投资基金入市后，已逐步成为市场上 重要的“健康力量”，其雄厚的资金

实力、相对稳健和守规的操作，对稳定和发展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 

2003 年 10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国基金业和资本市场

发展迎来新的里程碑。 

股改助推，实现跳跃式发展 

老杨大规模加大对基金的投资是在股改启动以后。 

 “2005 年 5 月股改启动，不久之后人民币汇改也开始启动。我立即感觉到这给股市给

基金都带来了机会。我开始大规模增持基金。”老杨认为，股改和汇改铸造了股市大底，在

股指回升过程中基金大有作为。 

随着股改后股市逐渐走牛，基金的财富效应开始迸发，吸引了大批对股市不甚了解或者

没有时间亲自打理股市的投资者，基金发展进入黄金期。 

 “从 2006 年开始，基金净值上涨得很快，我身边的许多人都开始关注基金了，而他们

以前大都不知道股票基金为何物。”老杨笑谈，很多人是听了营销人员的介绍后买的基金，

没过多久后发现净值涨了很多，就赶紧介绍亲朋好友都来买。基金公司很快被人们所熟悉，

明星经理的名字更是耳熟能详。 

2006 年和 2007 年是中国基金行业跳跃式发展的年度。宏观经济及企业业绩持续稳定增

长、极其充裕的市场流动性、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股权分置改革等等，共同奠定了基金

业发展的坚实基础。2006 年首发基金 89 只，募资 3887 亿元，规模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

2007 年首发基金 73 只，募资 4267 亿元。 

 “那时候发行基金，一开始需要六七天，后来要两三天， 后一律一天告罄。2006 年

底某策略增长基金发行时，我怎么也登录不上该基金的网站，第二天再一看，好家伙，发了

419 亿份。”老杨回忆。 

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使其稳坐机构投资者榜首的位置。虽然基金资产扩张太快造成了其投

资过于集中，从而增大了防范风险的难度，也造成了基金经理压力过大、流动性过大，老鼠

仓行为也偶有发生，但瑕不掩瑜，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基金功不可没。 

对于今年以来股市下跌造成的基金大幅亏损，老杨用一组数字做了总结：“假如 10 年前

我买的基金不卖掉，即使经历了证券市场的几度起落，开元的累计净值目前仍有 3.9 元，总

收益率 290%。而同期上海股指只上涨了 35.6%――这还包括新发行股票对指数的虚增部

分。” 

这也许就是基金的魅力。   

   2008-12-2【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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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行业表现 行业基金风光不再  

今年以来，新获批的基金已经接近 100 只，其中偏股型基金所占比例达到半壁江山。然

而，除了今年 4 月份由某封闭基金“封转开”而来的某开放基金之外，近 50 只的偏股型新

基金中几乎没有一只行业型基金。 

行业基金整体业绩在牛熊更迭的 2008 年也表现平平，仅有偏重于信息技术、医药行业

的合丰成长跻身净值表现排名前二十名中，一些集中投资能源、资源类个股的行业基金，今

年以来净值大幅缩水。 

业绩表现不尽人意 

“较少作行业选择，专注精选个股是行业基金 显著的特征。”晨星（中国）研究员王

蕊指出。受益于过去几年中资源、能源类板块的景气周期，多只专注于这些行业的基金表现

均十分抢眼，如某只成立于 2005 年的资源行业基金两年内的净值增长超过两倍。随着国内

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少基金公司盯住国内城市化、刺激内需增长等主题，陆续设立了与这些

主题相对应的行业基金，如消费品、基础设施、服务业等，吸引了颇多投资者的关注。 

然而在牛熊更迭的 2008 年，行业基金的整体业绩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天相投顾统计

显示，在前述行业基金中仅有专注于信息技术、医药两类成长型行业个股的某基金表现较好，

今年 1-11 月期间净值跌幅仅为 37.47%，在同期可比偏股型基金的排行榜上排名第 14，紧随

其后的另外一只行业基金，以 41.89%的净值跌幅排名第 27。除此之外，其他行业基金表现

均不尽如人意，某些基金的排名在 100 位之后，净值跌幅均超过 50%。 

难避行业系统性风险 

正是较少作行业选择，集中于几个或一个单一行业，令行业基金受到景气周期的影响会

远远大于其他基金。在牛熊更迭的大环境中，医药、消费品、服务业等抗周期能力较强的行

业基金，相对来说行业系统性风险非常小，但能源、资源行业基金却大吃苦头。由于今年以

来煤炭、金属非金属等资源类个股跌幅居前，这类行业基金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在国内新兴市场环境中，行业基金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某基

金研究员表示，一方面国内板块轮动明显，集中投资于某一个行业可能很难规避来自该行业

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受 A 股流通市值规模的影响，集中投资于一个行业可能还面临

投资品种的可选择性问题，基金资产的流动性会因此大打折扣。 

实际上，为了避免所处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一些行业基金虽然在契约中约定股票资产配

置的 80%集中在所专注行业个股上，但在投资过程中却并未按照契约进行。如某只以资源

类行业为投资主题的基金，三季报中投资于食品饮料、交运仓储、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房

地产等非资源行业个股的比例，占其股票仓位的 60%以上，而一些资源类个股所占比例不

及 20%。 

行业基金“后继乏人” 

据统计，今年以来已约有 90 只新基金获批发行，其中偏股型基金占到半壁江山，均创

下历史之 的水平。但是在数十只获批的偏股型新基金中，却几乎没有行业基金的身影，相

反是随着去年年底以来蓝筹泡沫的逐渐破灭，不少新基金又重新盯上蓝筹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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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了为数并不多专注于一个或几个行业的基金，国内的行业基金更多是指的一些

泛行业基金，这些基金更多地是根据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在不同行业中进行切换，

所涉及的行业更是非常之宽泛。 

基于上述原因，德圣基金研究中心建议投资者对于行业投资概念不应做过多的追逐，而

更应该分析的是基金自身的投资能力强弱，如市场环境变化时仓位控制是否及时、行业之间

转换和重仓股的选择是否到位等。 

2008-12-1【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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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投资的哲学之道  

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你还有哪些赚钱的方式呢？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深刻见解。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过：“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这句话的意

思是：在你不拥有财力的时候只能靠体力去赚钱，在你财力不足的时候就要靠智力去赚钱，

在你财力雄厚的时候就要靠对时机的把握来赚钱。这句话的精髓在于指出了可以通过钱去赚

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投资”。这可说是中国 早的投资哲学之一了。 

美国著名基金经理彼得?林奇一直认为，哲学、历史学得好的人，比学统计学的人更适

合做投资。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因为哲学是世界观，是方法论，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

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学好哲学，等于接受了人类大智慧的熏陶，增

加了人的思想底蕴和内涵，这将在根本上有益于投资。 

从某种意义上说，“投资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东西。”成功的投

资者固然离不开统计学和各种经济金融的统计数据，但更重要的是，投资者要能做到不仅仅

拘泥于统计数据，应学会从更高的哲学层面来把握投资的风云变幻。这就要求投资者拥有更

开阔的胸襟、视野和古今通达的哲学与历史智慧。彼得?林奇能长期战胜华尔街成为投资领

域的佼佼者，跟他浓郁的哲学与历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 

 “当你投资股票时，你必须对人性，乃至对国家和未来的繁荣要有基本的信任。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事情让我的信念动摇。”这是彼得?林奇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投资经验之谈。 

按照彼得林奇的说法，一个投资者要走向成熟，一定要逐渐树立起一些能经得住漫长岁

月考验的哲学信念。一是要对人性保持有基本的信任。作为投资者，你不仅要在市场中看到

人性固有的贪婪和恐惧等弱点，更要能看到投资市场其实还更多反映了人性的优点，反映了

社会与经济始终向上发展的主基调。这就启发我们即使是在 悲观的时候，也不应放弃对市

场未来的希望和信心。二是要对国家和未来的繁荣具有基本的信任。彼得?林奇对美国经济

的繁荣前景永葆希望从不怀疑，“股神”巴菲特其实也有类似的说法：“没有什么比同美国打

赌更愚蠢的事了，自从 1776 年以来，这种打赌就从未赢过。”几十年后，两大投资大师基于

这种信任驱动而进行的各项投资，都获得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回报。 

与现在部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担忧不同，巴菲特非常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前景，

他说：“我想中国的经济不会出问题。从现在起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和印度必将快速发展。” 

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以哲学信念的宽阔视野来考量我们的投资，我们将能获得更加长

久坚定的自信和从容。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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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光大增利收益债券型基金什么时候可以打开申购和赎回？ 

光大增利收益债券型基金，已于 2008 年 11 月 27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业务。目前该

基金还未开始办理日常赎回业务，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办理赎回

业务的具体时间，我公司将于赎回开放日前 3 个工作日，在公司网站及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敬请留意。 

 

2、我是通过你们公司网上申购的基金，之前的银行卡丢了，现在银行卡换了新的，需要更

改卡号，要怎么改？ 

我公司的直销客户，办理银行卡卡号变更业务，需准备以下资料： 

1、身份证复印件；  

2、新办银行卡复印件； 

3、网上交易银行账户信息修改申请表（请登录我公司网站，点击客户服务--下载中心--

打印并填写网上交易银行账户信息修改申请表）； 

4、银行卡账户状态表（通过银行打印）； 

将上述资料一起邮寄到我公司直销中心，工作人员收到资料核对信息无误后，会将您的

银行卡号变更为新的号码，如有不明之处，请致电我公司直销中心 021-63352937 咨询。 

 

3、 我是你们公司的基金客户，不希望再收到你们寄给我的纸质对账单，想改成电子对账单，

要怎么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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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