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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日期 20060220 20060221 20060222 20060223 20060224 

基金净值（元） 0.9609 0.9737 0.9720 0.9745 0.9824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收益 

日期 20060219  20060220 20060221 20060222 20060223 20060224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6850 1.4123 0.3433 0.6679 0.3541 0.3529 

7 日年化收益率 
(%) 1.9850 1.9680 1.9690 1.9720 2.0040 2.0090 

 
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市场在大盘股的带动下持续走高，板块效应明显，银行、汽车、钢铁类股成为市场

上涨的主要动力。个股来看，G 股以及公布业绩且推出良好分配方案的公司涨幅明显。据

统计，截至上周五，在 105 家公布年报的公司中，70 家公布分配方案，已完成股改的公司

占 38 家；在总共 69 家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的公司中，36 家为已股改的公司，其利润分配额

占 69 家现金分红总额的 57％。当然这其中也要考虑到已完成股改的公司大多规模大、业绩

佳。 

市场受业绩带动效应明显，大盘股、低市盈率、绩优股显著跑赢指数。业绩亏损股逆市

场下跌。从板块来看，证券、工程机械类股下跌。涨幅在 1％以下的还有港口、电力、软件、

医药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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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2.32% 2.16% 3.09% 18.03% 3.01% 11.70% 98.05%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6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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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2.95% 3.50% 4.36% 20.90% 4.25% 13.38% 100.00%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6 年 2 月 24 日 



 

 

3

图 1. 新华富时 A200 与上证指数走势比较 （2006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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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 

 

图 2. 市场风格指标一周回报率 （2006 年 2 月 17 日－2006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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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 

 

债券市场综述 

虽然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在上周没有继续加大，央行票据的中标利率却创出了近期来的

新高，1 年期央票中标利率达到 1.95%，这一结果对市场造成了一定心理压力，1 年期左右

的短期债券和企业融资券出现了较多的卖盘报价，收益率也有 10bps 左右的回升。与此同

时，短期回购利率的下滑也基本上停止了，7 天回购加权平均价上周基本保持在 1.32%附近

水平。目前的收益率曲线中长期端也已经接近或达到 03 年最低点水平。而 3 月初将公布一

系列 1、2 月合并统计的经济数据，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仍维持在高位，对债券市场将

形成进一步的调整压力。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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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0.05% -0.01% 0.01% 2.04% 10.36% 0.75% 85.93%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6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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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月24日变动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2.0678 0.3777 0.5033 0.3323 0.1951 -0.7823 
2y 2.2258 0.3144 0.3190 0.2327 -0.0023 -1.0004 
3y 2.2909 0.1818 0.0588 0.0894 -0.2292 -1.7502 
5y 2.5195 0.0428 -0.1449 -0.0646 -0.4212 -1.6955 
7y 2.8431 0.0320 -0.0729 -0.0634 -0.3960 -1.7969 
10y 3.1625 0.0388 0.0020 -0.0131 -0.3565 -1.1102 
15y 3.4447 0.0371 0.0299 0.0200 -0.3300 -0.7410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6 年 2 月 24 日 

 
基金市场动态 

国内： 

上市公司分红派现能力增强表明价值回报渐入人心 红利基金建仓运作觅得良机 

据统计，截至 2 月 16 日，已有 49 家上市公司披露年报，2005 年利润分配总额同比提

高了 38.36%；股改分红承诺公司更是倾情大奉送，分配比例均远高于既定承诺。上市公司

分红派现能力增强表明公司整体赢利能力有所提高、价值回报渐入人心。对此，正在兴业银

行、光大证券等机构发行的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基金经理吴娜表示，股改公司较高水平的分

红承诺，也为红利股基金建仓运作提供了良好时机。 

    现金分红成为此次上市公司分红的主要形式。统计显示，已披露利润分配方案的 26 家

公司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现金分红方式，共计分配红利 29.36 亿元，与上年同期的 21.22 亿

元相比，增长了 38.36%，与 2003 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56.16%，从而创出了三年来的新高。

其中，10 派 2 元以上的公司有 10 家，另有 5 家上市公司在现金分红的同时，推出了送红

股和转增股本的方案。 

    近年来，由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增强、股权分置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流通股东和非

流通股股东利益迥异的矛盾，以及管理层保护投资者政策不断细化，2005 年上市公司利润

分配有望走出低谷，并迎来一个“分红潮”。光大保德信的内部研究显示，近年来，红利股

（近 2 年平均实际现金税后股息率大于当期银行活期存款税后利率的股票）不但在数量上

不断增加，市场表现也非常突出。2001 年初，符合标准的红利股只有 196 只，流通市值仅

为 1958.68 亿，占总流通市值的 7.44%；而到了 2005 年底，两市共有红利股 498 只，流

通市值达到 5880.4 亿元，占总流通市值的 58.72%，规模和数量都在迅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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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此次的分红潮中，股改公司的表现格外抢眼，为目前投资红利股创造了良好的时

机。根据统计，虽然在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股改公司占比不足一半，但股改公司分配红利

却达到 22.50 亿元，占所有公司利润分配总额的 76.63%。此外，股改公司在 2005 年提高

了分配比例。16 家公司中，有 11 家分红比例高于 2004 年，部分公司则是近三年中首次进

行利润分配，由此提高了整体利润分配水平。而值得期待的是，截至目前披露股改方案的公

司中，有 125 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对利润分配做出承诺，占比达 23.32%。而作为股改承诺

重要组成部分的分红承诺，不但保证了此后三到五年投资者连年能收到“红包”，还确保了

“红包”的最低含金量。这为上市公司整体走出近年利润分配低谷提供了支撑。 

    吴娜认为，“分红潮”的显现，为红利股投资和红利基金的建仓运作提供了难逢的良机。

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主要投资于高分红类股票，强调收益的当期实现与资产的长期增值，并

在国内首次采用了一条独特的主要选股标准——实际或预期现金股息率（税后）大于银行同

期活期存款利率（税后）。该基金托管人为兴业银行，代销机构包括兴业银行、光大银行、

交通银行以及光大证券等多家机构。同时，投资者亦可通过光大保德信近期开通的网上交易

平台进行网上认购。                                         2006-2-27【新民晚报】 

 

深证创新指数 27 日发布 样本由 40 只深市股票构成  

    一个涵盖国家自主创新十大行业 40 家深市自主创新类公司的新指数------深证创新指

数于本月 27 日正式推出。 

    深证创新指数样本股由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 40 只深市上市公司股票构成,指数流通市

值超过 700 亿元,基本能反映自主创新型企业在市场中的整体走势。通过对基于该指数的

ETF 等指数衍生产品的开发,可向市场投资者提供对创新型企业进行组合化投资的机会。 

    据了解,深证创新指数在指数选样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行业划分的限制,将业务领域分布

于国家鼓励的自主创新领域范围内的公司有机结合在一起,以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所涉及的十

大领域作为选样边界,有别于以往证券市场中对科技概念股票的定义。 

     据介绍,本次入选深证创新指数的样本股公司,除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潜力的特点之

外,70%的公司都步入了股改进程。样本股 2005 年前三季度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 0.425 元,

高于深市 A 股 0.14 元的平均水平,前三季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达 10.6%,高于深市 A

股 5.30%的平均水平。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指数的发布旨在配合我国自主创新战略任务的实施,有效引

导投资行为,并通过产品创新丰富市场投资产品品种。该指数的发布将通过对市场投资者的

合理引导,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方面形成对上市公司自主创新的促进和激励,从而有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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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                                 2006-2-24【上海证券报】 

 

暂停半年之久终于破题 中短债基金归来  

    暂停半年之久的中短债基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据悉，日前证监会终于给予南

方多利中短债基金发行以放行指令。这也是今年有关部门拟推《关于中短债基金的内部审核

指引》以来，获准发行的第一只中短债基金。     

据了解，该指引对于中短债基金投资剩余期限、流动性及估值方法等提出了 15 条规范。

业内人士评价，正是该《指引》推动了中短债基金发行“解冻”。而在控制产品风险的前提

下，管理层在基金投资券种的范围和比例限制上有了一定放宽，如将投资剩余期限延长了两

年，这意味着该产品会损失部分流动性，但收益会得到一定提高。    

    由于投资品种期限比要长，收益理论上要高一些。但中短债基金对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

敏感，短期波动会更加明显。货币基金运用 7 日年化收益率指标，而中短债基金收益表述

为 30 天年化收益率、90 天年化收益率，就可见一斑。所以如果资金打算放 1 个季度以上，

又希望安全为主，不妨投资中短债基金，享受高一点的收益；但如期间会有急用，不如购买

货币基金，免得赎回中短债基金时正好在其净值波谷。          

 摘自 2006-2-23【证券时报】 

 

ETF 大餐呼之欲出  

深交所的首只 ETF 日前正式启航。这也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首只 ETF 产品---上证

50ETF 不再“形单影只”。虽然深证 100ETF 市场表现还有待观察，但与上证 50ETF 相比，

后来者深证 100ETF 有何相似之处或突破，已经成为近期投资者颇为关注的话题。      

差别只在细微处 

上证 50ETF 与深证 100ETF 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标的指数、交易环节等方面的不同。     

首先，标的指数不同。“标的选取的不同，可能产生的套利行为将对 50 指数（或 100

指数）中的标的个股产生影响。即一方面，是该基金的募集规模和其中 50 个或 100 个股票

的权重变动；另一方面，是这些股票中各股目前的交易量、人均持股数和流通股股数等也将

会有所差异。”基金业人士分析道。     

 上证 50ETF 跟踪的是上证 50 指数，而深圳 100ETF 跟踪深证 100 指数。前者的成份

股特点是以大盘股为主，后者的成份股特点是体现行业代表性和成长性。     

目前，沪市 ETF 的成交量明显活跃。经初步统计，上证 50ETF 日成交金额都维持在接

近 1 亿元的水平，今年 2 月 8 日更是创下了 12.9 亿元的日成交量。因此，深证 100ETF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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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能否后来者居上、进而突破该成绩，给市场带来想象空间。     

其次，深交所与上证所 ETF 还有几处细微差别。专家对比分析，深交所 ETF 运作参照

了国内现行 ETF 运作模式，同时又增加了 3 个特点：ETF 份额的网上现金认购可多日连续

进行；同只 ETF 在深交所的发售、上市交易、申购、赎回等所有业务采用同一基金代码和

简称；ETF 分派现金红利时，在权益登记日（R 日）当日进行除息处理。     

ETF 将获大发展       

据了解，目前有多家基金公司正在和交易所密切合作，紧锣密鼓准备后续ＥＴＦ产品。

与此同时，围绕 ETF 的交易方式及衍生品创新也令市场吊足了胃口。业内人士指出，ETF

是比较适合在国内证券市场率先试行 T+0 回转交易、融资融券、做市商等交易制度创新的

产品平台。                                        摘自 2006-2-21【证券时报】 

 

 

国外： 

亚洲等新兴股市收益稳健 

近日，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旗下的保德信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约翰•

普利文（JohnPraveen）博士就 2006 年全球股市发表看法。 

普利文博士认为，整体而言，2006 年全球经济将稳定增长，其中，美国和日本将保持

趋势性增长，欧元区也将重现趋势性增长，中国和印度将展现强劲的增长势头，其他新兴市

场也将呈现稳健增长。 

他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将走出 2005 年第四季度的短暂停滞，在 2006 年第一季度迅速反

弹。全球所有地区的企业利润都将保持强劲增长，巨大的利润为企业的资本支出提供支持。 

谈到全球股市投资策略时，普利文表示，相比欧洲和美国，保德信全球股票配置模型更

倾向于日本和包括亚洲、拉美和东欧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市场具有最好

的收益预期和更好的政策环境；新兴市场的估值最具吸引力而且收益预期稳健。 

行业方面，普利文对能源、原材料、电信、信息技术、金融等行业给予“增持”建议。

他表示，由于全球巨大的需求和沉寂的供应，预计能源价格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在较

高水平；而基础设施重建的积极影响将有利于建材或机械设备行业的发展；IT 设备和软件

业的资本支出前景良好，由于 2005 年没有出现巨大的库存，2006 年半导体行业的增长将

得到改善。                                               2006-2-27【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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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问：我在招商银行买了贵公司的货币基金，请问我能直接在招行购买你们的红利股票基金

吗？  

由于招商银行不是我公司红利基金的代销机构，因而您无法直接通过招商银行购买红利

基金。您需要到红利基金的代销机构如：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等办理增开交易账

户业务，并按银行要求指定一个资金账户即可认购。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使用我公司网上交易，

享受费率优惠。 

 

问：认购期的利息如何计算？ 

认购期内投资者有效认购金额所产生的利息将全部折算成该基金份额，并归投资者所

有。认购期内本金计提利息，并计入投资者账户，基金成立后本息一同作为认购金额，转为

基金份额计入本基金投资人基金账户，归各基金投资人所有，转份额的利息不再收取认购费。  

    红利基金利息转份额的利率为年利率1.62%，并且不征收利息税。利息自投资者的认购

资金足额到达光大保德信指定的认购资金总账户起计算，至基金验资日截止。 

    假定投资者在基金验资日前20天认购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认购金额10,000元，该笔

资金在基金验资日前18天到达认购资金总账户，当天开始计息，年利率1.62%。其资金利息

为10000*18*1.62%/360=8.1元，转为基金份额8.1份，计入本基金投资人基金账户。 

 

 

 

问：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基金的预期收益率是多少？ 

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为

基金持有人获取投资收益。但是基金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证券市场的影响，而证券市场

的波动是不可预测的，预期收益率也只是建立在某些情景假设下的收益率，因此，基金业的

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不允许基金的宣传资料上出现预期收益率的内容，以免误导投资者。投

资者可以从本基金所投资的标的物来充分理解本基金的特点，从而对将来可能的投资收益有

一定的了解。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基金主要投资于高分红类股票，高分红类股票具有稳定的

收益特征，因此投资者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当期分红；同时本基金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

选股策略，在高分红类股票中进一步甄选出盈利持续稳定增长、派现能力强的优势企业，该

客户服务类 

投资咨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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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股票在未来的中长期具有良好的增值潜力，可能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当然投资

是有风险的，任何一只基金都无法给投资者确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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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