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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1208 20081209 20081210 20081211 20081212 

基金净值（元） 0.6082 0.5925 0.6106 0.5927 0.5692 

累计净值（元） 2.5519 2.5362 2.5543 2.5364 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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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7 20081208 20081209 20081210 20081211 20081212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9488 0.5229 0.5082 0.5077 0.5211 0.5238 

7 日年化收益率 (%) 6.3660 6.2950 1.9080 1.8690 1.8460 1.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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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8 20081209 20081210 20081211 20081212

基金净值（元） 1.5446 1.5106 1.5464 1.5166 1.4649 

累计净值（元） 2.2026 2.1686 2.2044 2.1746 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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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8 20081209 20081210 20081211 20081212 

基金净值（元） 0.7925 0.7761 0.7968 0.7751 0.7450 

累计净值（元） 2.0725 2.0561 2.0768 2.0551 2.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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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8 20081209 20081210 20081211 20081212 

基金净值（元） 0.5159 0.5051 0.5161 0.5061 0.4899 

累计净值（元） 0.5159 0.5051 0.5161 0.5061 0.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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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8 20081209 20081210 20081211 20081212 

基金净值（元） 1.0130 1.0110 1.0120 1.0120 1.0130 

累计净值（元） 1.0130 1.0110 1.0120 1.0120 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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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8 20081209 20081210 20081211 20081212 

基金净值（元） 1.0120 1.0110 1.0110 1.0120 1.0130 

累计净值（元） 1.0120 1.0110 1.0110 1.0120 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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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市场呈现上半周强势，而后半周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更多超预期政策出台而相

继公布的经济数据继续下滑的压力下，市场有一定跌幅。全周上证综指下跌 3.19%，振幅

8.35%，全周成交 4857 亿，较前周增长 15%。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62%，跌幅略小，振幅

8.51%，成交金额也较前周增长 1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定了保增长的决心，而周末出台的国务院 30 条促发展政策进一

步显示了政府对于保增长的决心和力度。其中政策的第一部分便强调了创造适度宽松的货币

信贷环境，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争取 2009 年 M2 增长 17%左右。从历史上看，M2 增

速与经济增长存在同向相关关系，若 2009 年 M2 增速达到 17%，那么实体经济增速在 09

年出现超预期悲观的可能性不大。 

总体来看，政策对券商、保险、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构成长期利好，与此同时，对于

中小企业与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也出现进一步加大，并购题材企业亦显现投资机会，而上周

银监会还出台了并购贷款的相关政策。此外，上周公布的 PPI 与 CPI 增速回落幅度均超预

期，投资者普遍预计未来会有进一步的货币政策出台。与此同时，上周海外市场普遍的降息

风潮也增加了投资者对于中国央行进一步降息的预期。 

随着今年 9 月 PPI 见顶及 10 月利率下调，中国经济周期已经逐步进入新的阶段，宏

观经济景气仍在走差，但利率和物价水平都已经进入下降通道。在这个阶段中，虽然债券由

于风险度低还是配置重点，但由于利率与物价水平回落，尤其是随着债券收益率的不断走低

（目前 10 年债收益率已经跌破 3%），股票资产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短期内，行情预计仍将会被政策主导，市场在接连不断的政策刺激下可能胶着震荡，

但政策刺激的情绪边际作用也会逐渐减弱。我们判断在 09 年二季度，政策对实体经济提振

效果会逐渐露出端倪，基本面预期的企稳会逐步取代纯粹的情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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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3.19% 4.44% 5.12% -6.03% -61.65% -62.86% 5.64%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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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6.92% 6.49% 8.12% -5.87% -61.52% -63.13%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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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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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4.65% 4.31% 7.40% -8.50% -64.44% -65.83% 2.12%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2 月 12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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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2008 年 12 月 12 日）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0.50%

深
综
B股

巨
潮
中
盘

巨
潮
小
盘

中
小
板
指

深
证
100R

沪
深
300

上
证
50

巨
潮
大
盘

万
得
蓝
筹
280

上
证
B股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资金面非常充裕，全周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1.3231%，与

上周 1.5901%相比下跌了 0.2670 个百分点，其中，周跌幅 大的为 R001 品种，目前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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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已经跌至 1.1%的低点，显示市场资金十分充裕。现券方面，短端主要是在资金面和一

级市场发行利率的影响下下移，同时，市场对于中短期品种的供给忧虑也带动了二级市场的

买盘，直接推动收益率的下移。长端主要受到十年期国债中标利率的影响，上周五发行的十

年期国债的中标收益率水平为 2.9%，边际中标利率水平为 2.95%，小幅低于市场成员预期。 

上周为月度重要数据公布期间，其中，CPI、PPI 和进出口数据都较预期水平稍差，而

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形势的忧虑也对债券市场的投资信心提供了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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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0.19% 0.52% 0.31% 4.32% 8.92%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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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12-12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1.2450  -0.8304  -0.5262  -0.2746  -2.1306  -2.1255  
2y 1.9075  -0.4280  -0.4379  -0.4451  -1.7094  -1.7507  
3y 2.3831  -0.1420  -0.3580  -0.4987  -1.4049  -1.4862  
5y 2.9170  0.1632  -0.2230  -0.3725  -1.0631  -1.2046  
7y 3.1340  0.2509  -0.1199  -0.1298  -0.9399  -1.1143  
10y 3.3342  0.2502  -0.0207  0.0849  -0.8901  -1.0642  
15y 3.5473  0.0929  0.0200  0.0495  -0.9780  -1.066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12-12 



 

 

7

市场动态 
国内： 
稳健配置债基 分散投资风险 
    今年股熊债牛，相对低风险的债券型基金受到了青睐，而今年以来新基金中大部分也

是债券型基金。如能保持一分谨慎的心态，配置适当的债券型基金，以保持资产的稳定，同

时获得资产的资本增值。专家认为，在目前股市动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之前，投资者可以在

资产配置中适当予以选择，以分散风险。 

  分散投资风险和相对较好的保值增值能力是今年债券基金受到青睐的两大亮点。因此适

当配置债券型基金，是实现资产安全以及增值保值较好的选择。光大保德信的理财专家表示，

由于股市今年大幅震荡，投资者宜采用更具防御性的投资策略。CPI 在一季度维持高位运行，

短期内难以改变实际利率为负的事实，因此实现资产保值才是首要问题。投资者可以配置债

券型基金，改善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组合。    

在股市前景不明朗时，债券型基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配置一些债券型基金，可以降低

资产的波动性风险。债券收益按自身市场的规律运行，主要与利率相关，与上市公司的盈利

状况没有多大关系。债券型基金的潜在收益相对货币基金较高，它承担了一部分债券市场波

动的风险，但相对股票市场而言，风险还是非常低。这样会对股票基金资产的收益有平滑作

用，对整体收益的稳定性是有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债券型基金跟货币市场基金比较，

承担适度的风险、获得适度回报，风险收益是介于货币市场基金跟股票市场基金之间的基金

类型。 

投资者投资债券型基金主要是看重其分散风险的功能，现在股票市场较不明朗，上下震

荡的概率较大，投资者在投资债券型基金时可以适当考虑股票仓位较低甚至完全不涉足股

票，对可转债投资较谨慎的债券基金。另外，虽然债券基金具有相对抗风险、收益相对稳健

的特征，但也不必要因股市低迷而全仓债券基金。在基金的长期投资上，投资者可根据个人

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将大部分资产均衡地配置在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上，还可

将一部分资产根据市场的变动，考虑是否继续追加投资，例如在今年股市震荡的环境下，投

资者可增加债券基金等低风险投资品的比例。从长期投资、组合投资的角度出发，均衡的组

合投资策略有利于在长期上实现稳健收益。 

 

    2008-12-11【东方早报】 

 

监管部门为基金创新开辟绿色通道 制度层面鼓励  

基金业创新发展或迎来新一波浪潮。消息人士透露，证监会基金部已发出通知，鼓励基

金公司进行产品创新，并将通过开辟绿色审核通道、申报创新产品的同时可以再申报一个普

通品种等方式，从制度层面上来鼓励基金产品创新。 

基金公司可以在创新产品的审核期间，再上报一只普通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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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绿色通道 

这位人士介绍，基金部发布的是内部审核指引第五号――《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创新的鼓

励措施》。通知共五条，第一条就表示，为鼓励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产品创新，基金部将在今

后的审核工作中对有重大创新的基金产品实行绿色通道审核制度，基金公司可以在创新产品

的审核期间，再上报一只普通基金产品。被认定为有重大创新的前几只类似产品都可以实行

绿色通道审核制度。 

通知明确，基金管理公司报送创新基金产品申请材料之前，应当提交可行性论证报告、

境内外同类产品概况、风险专项说明等资料。基金部将根据基金公司提交的产品方案和相关

论证材料，组织相关公司和人员对政策法规、市场环境、产品方案等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及

时将研究成果汇总上报，供决策层参考。 

不能为创新而创新 

由于为创新产品申报开辟了专门通道，为了防止基金公司片面追求创新，证监会特地在

通知中指出，基金公司在研究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应当考虑自身投资管理能力、风险防范能

力和基础市场发展水平，本着满足市场需求，满足投资人需求的原则进行产品创新。基金公

司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能为了多发行新基金而盲目追求创新，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市场

环境、法律环境和投资人的需求，充分考虑创新产品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投资人的接受程度，

开发出适应我国市场实际情况的创新产品。 

通知要求，基金公司在上报创新产品后，不得随意更换、撤回相关产品方案。这体现了

产品创新应具备的严肃性和慎重性。 

创新创造价值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LOF、ETF、保本基金、生命周期基金、新型封闭式基金等品种的

引进，国内基金业视野拓宽了，基金产品也丰富了。与此同时，基金公司的 QDII、企业年

金、专户等新业务也陆续获批开展，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也增强了基金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就现状来看，还是有部分基金公司缺乏长远眼光和计划，只是一味追逐市场短期热点，

什么类型基金热就上马什么类型，这使得基金公司规模与 A 股市场涨跌呈现紧密的相关

性――市场火爆，大众排队买基金；市场转冷，销售顿时陷入困境。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

原因有很多，如银行重首发轻持续营销，基金公司缺乏特色产品等。但业内人士的共识是，

只有加强新业务的开发，才能促使基金公司具备“市场全天候”销售、推广产品的能力，不

再单纯受制于 A 股市场的牛熊交替。 

   2008-12-16【中国证券报】 

 

房地产项目长期融资 REITS 两种模式公募更有优势  

为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昨日公布的“国务院金融 30 条”明确指出，将开展房地

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这是政府在推出金融“国九条”之后短短 10 天之内再次将房地产信

托投资基金在国务院层面作为一种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的创新融资方式被正式提出。有关专家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此举将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缓和房地产市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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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压力。但希望政府能够推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REITS，从而为房地产项目提供长期融资。  

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曾公开表示，深交所已经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

金两种方式上报了 REITS 产品方案。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孟晓苏认为，用 REITS 助推廉

租房建设或将成为楼市新突破。另据消息，滨海新区也已递交试点方案，可见，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已成为近期房地产领域 热门的话题。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已经在国务院层面得到认可，体现了中央政府要求改变房地产

行业发展过度依赖商业信贷的意图，也是对次贷危机未雨绸缪式的反映和应对。” 

浙商证券房地产行业研究员戴方表示，当前房地产相关的信贷已占到了商业银行信贷总

额的 20%以上，房贷质量的优劣极大地关系到国内银行体系的资产风险和经营风险。房地

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如果能够顺利推进，对房地产行业的利好是长期性的，能够缓解和改变

当前房地产行业资金链“紧绷”局面。但他认为，由于“信托产品 200 份上限的突破”和“房

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运营与投资中的双重征税问题”均涉及到了《信托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

和补充，因此，短期内实现预计存在较大的困难。 

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对记者表示，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通过公开募集方式发行的公司型的信托投资基金，即在美国等市场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

REITS。另外一种形式便是信托集合理财以及证券公司集合理财计划等。到目前为止，我国

还没有一家上市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真正的 REITS 是一种房地产证券化产品，即通过

将流动性较差、将来具有稳定现金流的房地产资产转化为流动性强的 REITS 份额，使房地

产企业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获得新的发展资金。如果此次试点还是按照原来私募的形式推出，

可以起到增加房地产业的融资渠道的作用，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可能是因为考

虑到当前的经济形势而做出的应急措施。因此，希望政府能够推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REITS，

为房地产项目提供长期融资。    

2008-12-16【证券日报】 

 

债券基金笑傲投资"江湖" 低风险基金产品各显神通  

临近年末，盘点 2008 年基金“风云榜”时不难发现，在 2008 年的“漫漫熊途”中，低

风险基金产品受投资者的关注度呈升温之势，债券基金、货币基金、保本基金在 2008 年也

上演了一场对决大戏。 

低风险基金产品各显神通 

相较于高风险股票型基金净值的大幅缩水，2008 年低风险基金产品在Ａ股市场下挫阶

段却各显神通，总体规模呈现快速增长之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08 年三季度末，货币基金总规模为 1631．4 亿元，相对于 2007

年底 1107．6 亿元的规模增长 47％；而债券型基金总规模为 1036．3 亿元，相对于 2007 年

底 639．17 亿元的规模增长 62％，但是保本基金相对 2007 年则出现了 11％的规模负增长。 

对于低风险基金产品中表现耀眼的债券型基金，业内专家指出，债券基金今年以来独占

鳌头的正收益，个别债券型基金的净值增长率更超过了 10％，成为 2008 年以来获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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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基金品种，这无疑成为其规模增长的原动力。在国内基金投资者投资理念趋于理性、成

熟的趋势下，债券型基金或将类似于海外市场，成为居民的基础性配置产品。 

债基“绝对收益”凸显 

国金证券研究所日前发布的 新报告称：从未来 3 到 6 个月的市场情况看，债券市场依

然保持宽松的环境，市场中期趋势继续向好。 

可以肯定的是，2008 年债券市场的大发展使得债券型基金迎来了自己的“牛市”。今年

以来，所有债券型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2．2％，而偏股型基金同期净值却下跌 54．24％，

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凸显了债券型基金“绝对收益”特征。 

数据显示：国内市场目前共有债券型基金 57 只（包括已经发行，但没有成立的 5 只），

其中今年设立的共有 22 只。国金证券研究所将债券型基金的投资行为分为ＡＢＣ三类：Ａ

类债券型基金在以固定收益品种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同时，适当参与二级市场股票买卖，同时

也参与一级市场新股（包括增发等）投资；Ｂ类债券型基金在以固定收益品种为主要投资对

象的同时，不参与二级市场股票买卖，只参与一级市场新股投资；Ｃ类债券型基金不参与股

票投资，只做固定收益类投资。 

该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国内Ａ股市场出现的大幅下跌，让Ａ类债券型基金的净值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跌，这类型基金净值平均跌幅为 3．02％。未来一段时期，国内乃至全球宏观经

济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Ａ股市场仍存在较大风险，这也是Ａ类债券型基金面临的主要风险

之一。此外，Ｂ＋Ｃ类债券型基金的投资重点逐渐由“打新”转变为债券投资。三季度末，

两类债券型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净值比例由去年末的 4．24％降到 0．58％。 

报告 后指出，债市的红火使得债券投资成为目前债券型基金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

2008 年第三季度末，全部债券型基金债券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04．02％，比二季度末

上升了将近 20 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券种都是一路高涨，从去年的可转债，

到前期的信用债，再到目前的央票，不同的券种都有自己的阶段行情，因此，如何根据阶段

宏观经济特征、政策预期、资金流向，选择不同的债券品种进行投资，是对各债券型基金管

理人投资管理能力的考验。 

了解自己才能构建组合 

2008 年以来，特别是在牛熊市瞬间的转换下，基金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已趋于成熟，认

识到投资需要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需要增加一些低风险的品种。 

调查显示：目前大多数投资人 习惯的还是银行储蓄，因此无论资金的多寡，从心理承

受力看多数为中低风险承受力。因此理财专家建议：个人投资者首先应该先进行风险承受力

水平测试，以便了解自己；然后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构建 2009 年的理财组合。 

该专家判断：股票市场在未来 1 年内仍面临业绩、大小非、全球金融危机是否会演变成

经济危机等不确定因素；而债券市场则在ＣＰＩ明显出现下降趋势、全球降息趋势形成的情

况下，机遇颇多。当然，由于目前我国政府及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在纷纷推出各类振兴经济

的措施，单纯远离股市也不是 明智的做法。基于这种分析，个人投资者应低配股，高配债

券和现金类资产，同时保持组合的灵活性，可能更加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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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资深业内人士分析，2009 年通货膨胀的大幅回落已成定局，相信 2009 年ＰＰＩ更

将大幅回落，甚至出现负值，降息的空间仍然非常大。由于货币基金的整体收益率和一年期

的基准利率有着对应关系，随着利率的不断下行，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也是处于下行通道的。

相比债券型基金，降息通道的形成，将推高债券市场持续走高。此外，监管机构力推债券市

场发展的意图也已非常明确，债券品种不断丰富，都将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因此 2009 年，在全球降息周期下，债券市场表现仍然值得期待。如果投资者希望规避股市

投资的风险，投资计划在一年以上，并要获得相对平稳的收益率，那么债券型基金将成为投

资者低风险产品的优选。  

2008-12-15【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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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基金分红有两种基本形式 详解基金红利再投资  

投资者选择基金分红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现金分红；另一种是红利再投资。红利再

投资指的是将基金分红所得的红利，按照权益登记日的净值，直接用于申购该基金，理财专

家将这一分红方式形象地比喻成“基生蛋,蛋生基”。一般情况下，多数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

是现金分红，投资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投资需求和市场的具体环境灵活选择，以下四个条件可

以作为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时的参考。 

第一，牛市是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有利条件。将分得的红利直接转投为基金份额，

使投资者在牛市行情中保持较多的基金份额，从而分享牛市行情带来的资本增值。可见，牛

市中红利再投资是投资者的优先选择。但是在熊市中，现金分红落袋为安就成了较好的选择。 

第二，降低购买基金的成本。红利再投资将投资者分得的现金收益再投资于基金，并折

算成相应数量的基金份额，对基金管理人来说，红利再投资只是持有人的基金份额数量发生

了变化，并没有发生现金流出，因此不需要投资者重新交纳申购费，同时也就省去了投资者

的选时成本，是一种省钱、省时、省力的再投资形式。基金合同中一般规定，红利再投资免

收申购费，按权益登记日的净值折算成基金份额增加到您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中，就是将分得

的红利自动进行了基金的申购，这种申购不需要交纳申购费用。 

第三，红利再投资能够更好的发挥复利效应。短期投资是为了通过博取短期的基金净值

价差收益或者是获得现金分红，而实现短期投资目标和计划。而长期投资则是为了更好地进

行财富积累，使收益发挥“复利”效应，因而红利再投资理所当然成为投资者长期资金的选

择。对于子女教育、养老保障等生活所需的长期资金，更适合利用红利再投资的方式，而短

期投资理财现金分红则比较合适。 

第四，优选稳健成长的基金。不同的基金产品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而基金管理人

也会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和收益分配方式。特别是在分红政策的制定上，也呈现出很大的差

异化。投资者选红利再投资的计划，应当选择具有较强分红预期的基金。且被选的基金能够

持续保持应有的投资风格，保持与历史业绩一贯的成长性。具体基金的选择上，投资者可以

以历史业绩作为参考。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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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申购期间购买基金何时能够确认呢？申购到的份额何时可以赎回？ 

如果您在某个工作日（T 日）提交了申购申请，那么您在 T＋2 个工作日 9：30 之后就

可以到销售网点打印确认书或致电我公司查询确认情况。如果申购成功(销售机构未按规定

将申购款划至注册登记人账户上的非正常情况除外)，则您 T+2 个工作日就可以使用该份额，

例如进行赎回、转换等基金业务（前提条件是基金在该网点已开放了赎回、转换等业务）。

如果申购没有成功，您的申购资金在 T+2 个工作日后退回到您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当时即

可用这笔资金继续申购。 

 

2、你好，我是你们的直销客户，我原来的银行卡丢失了又重新补办了一个，卡号变了，我

要怎么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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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银联卡客户 

1、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2、新办银行卡复印件（正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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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银行出具的银行卡变更证明原件（证明中需含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新办银行

卡号码及网点业务章）； 

将上述资料一起邮寄到我公司直销中心（客户邮寄资料前需先通过银联修改相关信息，

银联联系电话：021-52504528*1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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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行卡客户： 

1、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2、新办银行卡复印件（正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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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出具的银行卡变更证明原件（证明中需含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新办银行卡

号码及网点业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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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行卡客户：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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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正反两面）； 

2、客户新银行卡开卡申请书、新银行卡复印件（正反两面）； 

3、客户旧银行卡卡号和相关信息，挂失凭证或销户凭证（建议客户提供原件，如无法

提供原件，需复印件上加盖办理网点的业务章）。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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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上述资料一起邮寄到我公司直销中心，我司工作人员将把相关资料发至农行进行核

对，农行核对无误后我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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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你们公司的网站，怎么进行查询？  
请您先点击进入我公司网站首页右侧的客户俱乐部，选择基金客户登陆，输入基金账号

或开户证件号码、密码以及验证码即可。具体登陆方法如下： 

1) 2007 年 8 月 17 日及以后申请开户的客户，首次登陆客户俱乐部时，需输入开户证件

号和密码（初始查询密码为您开户证件号码的后 6 位，开户证件号码中有中文字体的去除中

文，不足 6 位前面补 0，末尾含 X 的，X 大写）。  

2) 2007 年 8 月 17 日以前开户的客户，首次登登陆客户俱乐部时，需输入基金账号和密码（初

始查询密码为您基金账号的后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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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