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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0226 20070227 20070228 20070301 20070302 

基金净值（元） 2.3178 2.1219 2.1603 2.1048 2.1336 

累计净值（元） 2.3978 2.2019 2.2403 2.1848 2.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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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70225 20070226 20070227 20070228 20070301 20070302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3.8284 0.9223 0.4155 0.4199 0.4736 0.4004 

7 日年化收益率 (%) 1.5650 1.8280 1.8230 1.8200 1.8460 1.8320 

业绩比较基准：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的税后利率 

 

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净值 (360005) 

日期 20070226 20070227 20070228 20070301 20070302 

基金净值（元） 2.0619 1.9006 1.9544 1.9012 1.9246 

累计净值（元） 2.1519 1.9906 2.0444 1.9912 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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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226 20070227 20070228 20070301 20070302

基金净值（元） 1.6449 1.4992 1.5295 1.4779 1.5019 

累计净值（元） 1.7449 1.5992 1.6295 1.5779 1.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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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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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为春节过后第一周，沪深股市在第一个交易日上扬后开始高位箱体震荡，成交也大

幅放量。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4930.33 亿元，跌幅达 4.63%；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498.34 亿

元，跌幅为 2.89%。跌幅较小的几类行业是农业、信息设备、采掘业、公用事业和有色金

属，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金融服务、商业贸易、食品饮料、交通运输和机械设备。两会

召开带来的政策性因素将会影响市场预期进而引发股价的波动，前期估值较高的股票也相应

展开了大幅调整，加息预期、国家对房地产的严格调控以及对医药行业的大力整顿都将对投

资者产生利空预期，此外，股市泡沫争论也加大了市场调整力度。 

由于市场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变化，所以长期牛市格局依然不变。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

整理，牛市根基将更为牢固。受政策利好影响，军工股、教育传媒、3G 通信等热点板块再

度活跃。随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两会政策的逐步明确，上市公司业绩的释放，市场将继续

上扬。目前看来，我们将积极关注：国家政策利好的板块如军工股，有重组和资产注入概念

的股票，以及有业绩支撑的上市公司，继续坚持长期稳健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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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5.57% -5.57% 5.92% 34.70% 120.24% 5.83% 51.1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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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6.92% -6.92% 7.79% 42.60% 141.98% 18.75% 65.02%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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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 -2.10% -2.10% 14.01% 50.16% 132.37% 27.50% 29.09%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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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华富时 A200、上证红利指数与上证指数走势比较 （2006 年 1 月 1 日－2007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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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2 月 26 日－2007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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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 

 

债券市场综述 

继央行在春节前宣布调整准备金 50 个基点后，上周央行继续大幅回收流动性，全周共

发行央行票据 1750 亿元，加上春节前央行的 14 天逆回购到期，上周共回收流动性 2000

亿之多，但即使如此，上周市场的流动性仍比较充裕，加之全周没有新股发行分流资金，市

场回购利率水平较春节长假后第一个交易日下降了 100 个基点左右。 

而根据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2006 年 12 月的 CPI 水平达到 2.8％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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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再次激发了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在现券交易方面，市场流动性充裕和前期备受关注的

福僖短期融资券兑付的双重影响，大大激发了市场成员对于短端品种的市场热情，央票和短

融的需求大幅提高，特别是福僖短融的兑付直接导致了不同期限的短期融资券的平均信用利

差的降低。在中长期品种方面，由于对央行后期加息等政策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此类品

种的交投热情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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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0.02% 0.02% 0.09% 0.23% 1.42% 0.37% 98.08%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7 年 3 月 2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3-2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1y 2.1150  -0.0200  -0.0200  -0.0252  -0.0738  
2y 2.2800  -0.0218  -0.0218  -0.0353  -0.1032  
3y 2.4325  -0.0201  -0.0201  -0.0450  -0.1197  
5y 2.7022  -0.0115  -0.0115  -0.0640  -0.1268  
7y 2.9280  -0.0043  -0.0043  -0.0828  -0.1209  
10y 3.1930  -0.0103  -0.0103  -0.1109  -0.1268  
15y 3.4700  -0.0451  -0.0451  -0.1416  -0.1630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7 年 3 月 2 日 

 

市场动态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温家宝提金融体制改革六项任务  

3 月 5 日上午 9 时，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出今年加快金融体

制改革的六项任务是：  

一要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巩固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果。推进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制改革。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重点进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  

二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构建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

织体系。充分发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继续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适当调整和放宽农村地

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机构。探索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新

型金融组织，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积极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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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稳

步发展股票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期货市场。进一步加强市场基础性制

度建设，推进股票、债券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市场监管。  

四要深化保险业改革，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和防范风险能力。  

五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开放水平。  

六要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健全监管协调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

家金融稳定和安全。 

摘自：2007-3-6【全景网】 

 

首尾相差 45% 基金业绩分化明显   

今年以来，股票市场震荡较为剧烈，基金的投资业绩分化越来越明显，部分去年业绩靠

前的基金今年“沦落”到垫底的位置，这也为“基民”投资基金带来了困难。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 日，在股票型基金中，

排名第一的基金今年来净值增长 40.03%，而同类基金中，目前排名最后的品种今年以来投

资业绩为-5.54%。首尾两头的差距超过 45%。 

为了排除排名处于两个极端的基金业绩差距可能存在的偶然性因素，记者将排名前十名

和后十位的基金业绩进行平均后发现，第一方阵的基金平均收益为 29%，而后十名基金的

平均收益为 3.8%，两者相差 25%。 

类似的情况在平衡型基金中同样存在：如平衡型基金中业绩排名第一的基金今年以来净

值为 22.93%，而同类型排名最后的基金业绩为-1.65%。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的大幅震荡和热点品种的剧烈转换是基金业绩分化的重要原因，今

年这种不断震荡的市场情形也对基金的资产配置、行业配置，以至个股配置都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市场的技术含量在提高，今后的市场也将更大程度地考验基金公司的整体投资管理能

力。基金投资和投资基金都将从去年的“万马奔腾”到今年的“精耕细作”，资深基金研究

人士胡立峰说。 

品种繁多，业绩分化剧烈的基金使投资者倍感头疼。胡立峰建议在这样的行情中，投资

者应该也对自己的基金进行二次组合。“可以选择一些基金中的基金的品种，此外大的券商

也会为投资者提供基金组合的增值服务”。 

 摘自：2007-3-6【上海证券报】 

 

6



 

 

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 基金投资需理性   

近期股市出现调整态势，基民尤其是初涉基金的投资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部分持

有人选择了赎回。对此，业内专家指出，基金投资应该放长眼量，坚持长线策略，不要因过

多关注基金的短期涨跌而受市场噪音的干扰。 

业内专家表示，基金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从国外基金业上百年的发展经历

来看，市场的短期涨跌趋势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受市场短期波动影响而频繁操作的投资者，

是无法真正充分分享经济长期增长和证券市场长期发展带来的回报的。历史表明，长期投资

基金往往回报更高也更稳定。我国基金发展的历史虽然只有 8 年多的时间，但也用大量的

事实对其予以了证实。例如，2004 年 4 月 6 日是 A 股上次的阶段性高点，在之后的调整中，

很多基金净值跌破面值，但如果从当时持有到上个月末，股票型基金收益率达到 116%（同

期上证指数只增长了 67%），多只基金甚至涨到了 2 元左右，但是真正享受到这么高收益的

投资者是少数，因为基金净值是有波动的，很多投资者就是因为过于关注短期波动而选择在

亏损或者稍有盈利时就赎回了。 

国外和国内基金业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基金投资不仅要坚持长期理性投资方式，选择优

秀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运用正确的投资理念，依靠专业的团队

协作和流程化管理进行投资的基金管理公司产生出来的业绩才是有说服力的，才是可复制

的、可持续的。 

某银行系基金认为，2007 年中国经济仍会保持稳定地增长趋势，人民币升值这一中长

期利好因素也不会改变，短期因素引发的市场震荡只会影响市场运行节奏，而不会改变市场

长期向好的运行态势。当前的调整行情，从长期来看其实也孕育着投资机会。 

摘自：2007-3-6【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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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客户服务类 

问：T日申购基金，哪天可以查询到确认信息？ 

客户 T 日申购基金，我司注册登记中心于 T+1 日确认，客户可在 T+1 日拨打客户服务

中心电话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在 T+2 日登录我司网站查询。 

 

 投资咨询类 

问：近期股市震荡盘整，光大保德信基金对此及后市有何观点？ 

2 月 27 日，沪深两市急速下跌，指数下行至 2800 以下，引起市场各方的高度关注，

对于作为长期稳健机构投资者的基金来说，每次市场调整都是一次更深入了解市场的机会，

中国股市的前景依然乐观，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投研团队认为，虽然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

绝对估值在全球市场中处于较高位置，沪深主要指数成份股按照总市值加权的市盈率约为

20 倍（2006 年），但考虑到钢铁、地产和电力板块的股价以及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成长性，

目前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尚处于合理范围，众多行业仍存在价值低估。我们认为，2007 年

市场的整体上涨态势仍然不变，但今年的走势波动性将加大，上涨幅度也将弱于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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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