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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0305 20070306 20070307 20070308 20070309 

基金净值（元） 2.1172 2.1666 2.2313 2.2551 2.2519 

累计净值（元） 2.1972 2.2466 2.3113 2.3351 2.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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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70304 20070305 20070306 20070307 20070308 20070309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8520 0.9237 0.4432 0.4396 0.4515 0.4403 

7 日年化收益率 (%) 1.8330 1.8340 1.8480 1.8590 1.8470 1.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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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305 20070306 20070307 20070308 20070309 

基金净值（元） 1.9045 1.9335 1.9820 2.0113 2.0084 

累计净值（元） 1.9945 2.0235 2.0720 2.1013 2.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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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305 20070306 20070307 20070308 20070309

基金净值（元） 1.4908 1.5224 1.5595 1.5858 1.5836 

累计净值（元） 1.5908 1.6224 1.6595 1.6858 1.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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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股市温和上扬，但每日振幅较大，成交量也保持较高水平。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3837.54 亿元，涨幅达 4.6%；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037.55 亿元，涨幅为 4.58%。涨幅居前

的几类行业是房地产、商业贸易、有色金属、餐饮旅游和纺织服装，涨幅居后的几类行业是：

采掘、信息设备、农林牧渔、公用事业和交运设备。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下，房地产行

业上周表现突出；其他有关资产注入和重组的上市公司也成为市场上涨的热点；银行股表现

强势，带动大盘开始上扬；有色金属板块也有不错表现；此外，受两会央企整体上市的消息

刺激，整体上市也是今后市场的关注焦点。 

长期看来，市场在经过短期盘整之后仍将保持上扬趋势。人民币升值，资产注入和重组，

整体上市以及奥运概念等都是市场今后的投资热点，上市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也将为市场注

入活力。我们仍坚持积极地投资策略，努力把握市场热点，寻找优质上市公司，力争为投资

者带来长期增长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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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 3.76% -2.02% 7.60% 40.33% 135.95% 9.81% 76.01%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3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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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6.92% -3.13% 8.26% 49.77% 160.03% 23.58% 82.66%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3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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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2.06% -0.08% 14.23% 55.46% 142.83% 30.13% 36.33%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3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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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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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 日－2007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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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货币市场的走势继续在充裕的流动性下运行，本周公开市场发行央票共回收了约

2600 亿的流动性，在周五更是针对市场主要资金融出方发行了 1000 亿惩罚性的三年定向

央票，但即使如此，市场的流动性在无新股发行分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相当充裕的态势，

主要指标 7 天质押式回购继续下行至 1.48%的水平。 

在现券方面，周二发行的一年期央票的中标利率意外上升至 2.8383%的水平，较此前

稳定水平上升了 4 个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成员随后对于市场的预期，市场的同

期各品种的成交在短时间内随之小幅上调了 2－4 基点不等，但此后周四发行的三年和三月

期央票却出乎意料的和此前水平保持一致，对于市场成员心态的稳定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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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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0.11% 0.13% 0.19% 0.68% 1.41% 0.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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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3-9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1y 2.0662  0.0488  0.0288  0.0186  0.0291  
2y 2.2661  0.0139  -0.0079  0.0071  -0.0477  
3y 2.4405  -0.0080  -0.0281  -0.0082  -0.0957  
5y 2.7236  -0.0214  -0.0329  -0.0418  -0.1296  
7y 2.9375  -0.0095  -0.0138  -0.0659  -0.1219  
10y 3.1682  0.0248  0.0145  -0.0611  -0.1111  
15y 3.3855  0.0845  0.0394  0.0110  -0.1085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7 年 3 月 9 日 

 

市场动态 
 

机构投资者发展路径正逐步清晰 扩容乃大势所趋   

壮大机构投资者作为发展资本市场的一项重点工作，其实现路径正在逐步清晰起来，

扩容已成大势所趋。记者从有关方面综合了解到，除了继续稳步扩大基金规模外，QFII、

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的入市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本报获悉，截至今年 3 月 7 日，基金份额已经达到 8100 亿份，资产规模超过 1 万 1

千亿元，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相当于流通市值的 22.69%。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比例已

经相当接近包括美国在内的成熟资本市场水平。而年内，新基金发行的加速、基金公司专

户理财试点的推出以及鼓励更多的机构组建基金公司政策的推行，必将促进基金规模的进

一步扩大。 

QFII 的投资额度年内有望进一步扩大。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日前表示，去年的

QFII 额度已经基本用完，今年会再出新的额度，具体的数字没有确定，但是估计会很快确

定下来。 

尽管此前社保基金理事会已经明确表示，今年不准备进一步提高投资股票市场的上限，

但社保基金新闻发言人李克平表示，这一比例可以根据市场的具体表现进行一定幅度的调

整。而随着资金总量的不断增加，社保基金可投资股市的资金量也将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企业年金从去年开始入市。截至去年年底时，9 家基金管理公司已经签订了 3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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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企业年金合同。”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从运行的情况来看，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企

业年金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来自世界银行预测指出，到 2010 年，我国企业年金规模

将超过 1 万亿元，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 15 万亿元。 

在提高保险资金入市比例的问题上，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国内公司风控能力和投资水

平的不断提升，逐步扩大直接投资股票的比例应是一个趋势。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日前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保险资金入市比例将根据情况确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

现状也予以了评价。他指出，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比例关系上来

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经济，为各类投资者服务。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此前召开的“2007 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

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积极推动各类合规长期资金进入股市。  

摘自：2007-3-13【上海证券报】 

 

红利型基金抗跌又赚钱  

在Ａ股呈现剧烈波动的２月份，哪些基金既抗跌又赚钱？近日，银河证券最新公布的

数据显示，市场上仅有的几只红利型基金在２月份显示了不俗的抗跌性和增值能力，其中，

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的表现尤为惹人关注。截至３月２日，该基金最近一月以１２．８２

％的净值增长率在全部１０５只非指数股票型基金中名列第４，其最近３月、近半年业绩

则均排在所有股票型基金第２位，在红利型基金中则稳居榜首。  

此外，晨星刚刚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截至３月２日，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今年以来以

２８．７１％的净值增长率在全部１０６只股票型基金中名列第３。该基金经理许春茂表

示，首先，在整个市场处于估值高端水平之时，光大保德信红利及时将组合的重点转换到

具有明显估值优势的行业与个股中，如钢铁、有色、汽车等。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些“估

值洼地”成为市场新增资金的追逐重点；另外，通过深入的基本面分析及实地调研挖掘个

股，投资组合中收益率最高的个股，近两个月已经实现１３０％的增长，带动基金业绩提

升。 

摘自：2007-3-7【江南时报】 

 

基金流动性管理迫在眉睫   

今年获批的四只股票方向基金均一天即结束发行，市场上又涌现出四只近百亿规模的

大基金，使市场上股票基金的平均规模达到近 80 亿。然而，在老百姓投资基金热情日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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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基金业管理规模飞速膨胀之际，业内有识之士已对股票基金的流动性管理倍感担忧，

发出了上述警世危言。 

货币基金是前车之鉴 

有光就有影，去年股票基金规模与业绩比翼齐飞，但其背后却是货币基金的大量失血。

从去年一季度到三季度短短半年时间，货币市场基金总规模从 2100亿份下降至 1062亿份，

缩水近半。大规模赎回就像一根导火索，使货币基金的流动性问题暴露无遗：高额配置定

期存款、代持超期限券种使货币基金难以满足集中赎回要求。为此证监会发文勒令基金公

司降低流动性风险，并规定基金公司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导致的损失由基金公司承担，有的

基金公司为此付出了上亿元的代价。 

 “货币基金的流动性问题实际上已经敲了一次警钟，但今年基金行业中流动性的问题

可能影响更大，股票基金的流动性问题比货币基金更难处理”，深圳某基金公司老总表示。 

“股市老讲高抛低吸，可现在上哪去低吸，高抛又抛给谁？”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笑

言。 

目前国内市场上缺乏同等规模的交易对手，使股票基金的交易流动性存在很大隐患。 

 “债券还可以卖得出去，大家知道它的风险和价格，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股票出现流

动性风险，有可能就卖不出去。”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说，“原来基金的规模比较小，基金经

理可以通过减仓应对市场波动的风险。2006 年以前股票基金的平均规模在 15 个亿，达到

10%的上限也只能买 1.5 个亿，卖起来相对容易。现在基金的平均规模接近 85 亿，有二三

十只的规模在百亿以上。下跌时基金都在卖，市场没有具备承接力的资金去买这么多股票，

流动性风险就释放不了。” 

一月底、二月初那次调整曾引发基金赎回潮，最多时一天整个基金业赎回接近 400 亿，

“如果再延续几天，有的基金可能就挺不过去了。”而 2 月 27 日那次深幅调整，近千只股

票封死跌停板，“比如要准备 5 亿的赎回，减到 3 亿卖不掉了，那不管价格不价格，业绩不

业绩，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了。打到跌停板没人买，想卖都卖不掉，那 2 亿的缺口怎么办？” 

一旦基金公司无法满足投资者赎回要求，整个基金行业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契约

型基金作为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上的理财工具，一旦失去投资者的信任，就将失去整个

行业发展的基础，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流动性管理迫在眉睫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员马永谙曾对韩国基金业发展历史做过专门研究，他表示，韩国基

金业历史上出现过规模急剧扩大后快速下降的过程，其中资金的涌进涌出对基金行业杀伤

巨大。 



 

 

8

目前老百姓的基金投资热情刚刚形成趋势，巨大的赚钱效应诱惑很多不知基金为何物

的投资者涌入。“钱进来就要买股票，一赎回就要卖掉准备现金。”以至于业内人士笑称现

在是基民“绑架”基金经理，“基金经理负责选择品种，基民负责选择时点。” 

 “金融风险的爆发是很突然的，在现在的市场环境里，流动性管理甚至比业绩还重

要。”高良玉认为，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包括很多要素，不仅仅是净值表现的最大化，稳定性、

流动性、持续发展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基金经理不应该只盯着做净值，行业配置时适度

分散、个股选择时参考集中度等流动性管理都应该考虑进去。” 

而马永谙认为，监管机构应从整个行业发展出发，适当引导基金公司优化产品线，同

时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投资者不要只关注股票基金，认识到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其他

类型基金的存在价值。 

 “还要促使基金投资标的的多样化，双管齐下。一方面扩大池子，增加优质上市公司

的供给，给基金投资以宽松的空间；另一方面品种多样化，让不同的基金能买到合适的品

种，这样基金的投资策略会有所不同，降低投资相似度”，马永谙建议。 

摘自：2007-3-13【中国证券报】 

 
保德信国际视野 

保德信首席分析师：五因素助推市场持续上升  

保德信首席策略分析师约翰·普利文博士（John Praveen）认为，二月份全球股市的

这次下跌是一次健康、迟来的调整，依然看好今年的股市。他们预期，股市即将从"中国调

整"中恢复过来，并持续稳健的上升，这主要基于以下因素：全球增长的稳定，石油价格较

低，通胀温和，平稳的利率水平，具有吸引力的估值。 

对于前期市场的调整　他们的观点是市场对中国出台调控股市政策的担忧反应过度，

也误解了格林斯潘，夸大了美国抵押贷款问题。宏观经济、估值以及盈利状况依然乐观，

他们继续维持对股票市场的乐观看法。他们认为本次调整巩固了市场进一步上升的基础，

并呈现出很好的买入机会。 

基本面对股票市场依然形成支持。全球增长依旧，石油价格位于低位，利率稳定。股

票估值依然具有吸引力，良好的宏观背景使得市场能够获得更好的 PE，盈利增长将放缓，

尤其在美国，但此种影响将被 PE 扩张所抵消。 

估值由于 2006 年 PE 的下降依然具有吸引力。多数股市当前的估值依然具有吸引力，

即便某些市场在 2006 年已经获利颇丰。年初以来，中国股市在本次调整前已经上升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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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PE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依然要低于 2006 年 1 月的水平。事实上，PE

在过去几年里由于赢利增长超过股票价格的增长而有所下降。 

由于加息、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其他宏观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PE 的下跌就可以理解

了。股票由于具有高收益的支撑使其相对于债券显得更为便宜。 

新兴市场估值。由于估值具有吸引力，赢利预期乐观，他们将增配新兴市场的比重。

而有些市场在经历了 2006 年的强劲上涨后已经变得很贵。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

存在一个折价。进一步的，新兴市场股市的回报率（16．2％）比发达国家的回报率（15．8

％）要高。 

目前相对较低的 PE 水平给 2007 年的上升提供了空间。这是基于全球增长的持续，处

于低位的石油价格，可以接受的通胀率，平稳的利率水平，具有吸引力的估值将导致 PE

的扩张。 

摘自：2007-3-8【证券日报】 

 

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基础知识： 

什么是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

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

外汇、货币等金融工具投资，以获得投资收益和资本增值。投资基金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称

谓有所不同，美国称为“共同基金”，英国和香港称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台湾称为

“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什么是开放式基金？  

简单地说，开放式基金是募集小额投资人的资金，使小钱变成大钱，在把这些钱交给

专家拿去投资，投资归原有的投资人所有，使资金不断地累计成长的投资工具。  

通常管理的专业人员是将基金投资于各种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在国外，也有基金

投资于房地产、期货、黄金等投资标的。不管投资什么，都是希望基金的资产能不断地成

长，为参与的投资人获取利润。  

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规模不固定，基金单位可随时向投资者出售，也可应投资者要求买

回。 

来源：【光大保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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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技巧： 

基金投资应做好六大结合   

目前的基金产品众多，不同的基金产品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者在选择时，应

当充分考虑到自身的需求状况、性格特点及投资者偏好及应有的风险承受度等六个方面，

进行基金的巧组合、细安排，才能做到投资中的得心应手。 

第一，与自身的需求状况相结合。不同的投资者有自己不同的经济状况，从而决定了

其对基金投资增值的收益预期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可能面临一定的购房需求，中

年人对子女教育费需求较强烈，老年人可能更关心的是养老金的储备。这种资金的需求可

能决定着对基金产品的不同选择。 

第二，与自身的性格特点相结合。急于实现基金净值的快速增长，选择偏股型基金可

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追求稳健型的投资者，混合型基金中的偏债型基金和债券型基

金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样，投资者就能够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 

第三，与自身的投资偏好相结合。习惯于短线波段操作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净值“波

动”较大的股票型基金；而坚持长线投资的投资者，其期望净值能平稳持续增长，债券型

基金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第四，与自身的风险承受度相结合。购买基金后，面对基金净值的波动，是坦然面对

还是惊恐不安，决定着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基金净值出现短期变动后，投资者没有表

现出过多的焦虑和忧愁，更不会采取盲目的跟风赎回操作行为，是一种风险承受能力强的

表现。相反，面对基金净值的稍微调整，就急不可待地卖出，是一种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

表现。 

第五，与其他的理财产品相结合。基金成为一种大众的理财产品后，是不是应该将所

有的家庭资产都配置成基金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基金在提供增值的同时，也带有一定

的风险。按照理想的家庭资产组合，还需要按照资金的“三分法”，将 1/3 的资金用于储蓄，

1/3 用于保险，1/3 用于基金等，才能保持家庭投资的平衡性。 

第六，与其他的基金产品相结合。一个理想的基金投资组合模型，是不同风险的基金

相互配置，而不是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全部资金集中于股票型基金，或者全部集中

于债券型基金或货币市场基金，而是应当将投资基金的资金分配在不同的基金品种上。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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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问：贵公司是否开通建设银行网上交易了？具体办理手续是怎样的？ 

是。自 2007 年 3 月 12 日起，全国范围内持有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可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平台购买我司基金产品。 

持有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的个人客户，同时为建行网上银行的签约客户，即可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epf.com.cn)， 按照相关提示申请开户开通网上交易功能；如果投资者不是

建行网上银行签约客户，须先到建行营业网点办理网上银行签约手续。完成以上手续后，

客户即可登陆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按照有关提示办理基金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问：建行网上银行签约客户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能办理哪些业务？申购股票型基金费

率多少？ 

网上交易适用业务有开户、认购、申购、基金转换、分红方式变更、查询等业务。个

人客户通过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公司股票型基金，申购费率为 0.75%的优惠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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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咨询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