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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0423 20070424 20070425 20070426 20070427 20070430 

基金净值（元） 2.6727 2.6856 2.6929 2.7106 2.6645 2.6972 

累计净值（元） 2.7527 2.7656 2.7729 2.7906 2.7445 2.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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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423 20070424 20070425 20070426 20070427 20070429 20070430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3231 0.6455 0.7048 0.7329 0.6508 1.3011 0.0342 

7 日年化收益率 (%) 2.1300 2.2490 2.3380 2.4400 2.2590 2.2980 2.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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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423 20070424 20070425 20070426 20070427 20070430 

基金净值（元） 2.4442 2.4348 2.4329 2.4583 2.4237 2.4645 

累计净值（元） 2.5842 2.5748 2.5729 2.5983 2.5637 2.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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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423 20070424 20070425 20070426 20070427 20070430

基金净值（元） 1.9194 1.9073 1.9053 1.9282 1.9075 1.9701 

累计净值（元） 2.0194 2.0073 2.0053 2.0282 2.0075 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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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前 A 股市场震荡上扬，观望气氛加大，成交量也进一步放大。沪市一周成交额高达

10475.86 亿元，区间涨幅为 8.38%；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5411.68 亿元，区间涨幅为 6.39%。

涨幅居前的几类行业是纺织服装、商业贸易、家用电器、公用事业和电子元器件，涨幅居后

的几类行业是：食品饮料、黑色金属、信息服务、机械设备和有色金属。本周股指持续调整，

因五一长假因素以及加息预期，股指上行遇到一定阻力，而 4 月 29 日央行公布上调存款准

备金后，大盘在 4 月 30 日强势反弹，继续上扬。券商金融、科技、电力、传媒等板块表现

活跃；权重股以蓄势为主；个股方面部分高价股跌幅居前，表明机构调仓换股仍在进行。 

节后资金供给充裕，储蓄资金继续不断流入市场；上市公司业绩进一步提升，市场将会

继续保持上扬态势。资产注入、重组和央企整体上市仍然是我们关注的投资热点，经济持续

增长和人民币升值趋势加强仍将是支撑整个市场长期走牛的基石。我们仍坚持积极稳健的投

资策略，在短期把握市场热点的同时努力寻找长期优质的上市公司，力争为投资者带来长期

稳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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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7.17% 9.18% 20.64% 30.42% 166.71% 43.57% 100.00%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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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6.92% 9.78% 24.18% 30.70% 191.17% 62.16% 100.00%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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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10.14% 14.62% 30.91% 43.96% 211.56% 82.02% 74.51%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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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2007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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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市场风格指标一周回报率 （2007 年 4 月 23 日－2007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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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4 月 29 日，央行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水平 50 个基点至 11%,这已经是年内第四次

调整存款准备金，当月内的第二次调整，预计将回笼资金 1600 亿元左右，但由于五一假期

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较小，因此市场对于准备金调整的反应较为平淡。 

此阶段由于连续大盘股发行和临近五一长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市场资金面非常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减小了公开市场的操作力度，四月最后一周回笼资金总量仅为 170 亿

元，节前周三同时还进行了国库存款招标，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的紧张程度。节

前货币市场资金情况明显呈现前紧后松的走势，前期 7 天回购水平仍保持在 4.7%左右的高

位运行，而从当周周四开始，由于资金已经陆续投放到市场，市场回购利率水平迅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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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周日，已经下降到 2%左右的较低水平。 

现券市场方面，由于节前最后一周后期资金紧张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明显缓解，市场机构

均采取持券过节的操作策略，但由于市场机构在当周后期普遍资金较为充裕，因此现券成交

却并未明显放大，成交热点仍集中在短期的央票、短融和 3 年以下金融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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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0.38% -0.15% -0.28% -0.35% 1.41% 0.02% 44.14%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4-30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1y 2.0710  0.5179  0.2083  -0.0047  0.0224  
2y 2.3886  0.3916  0.0564  -0.1080  -0.1814  
3y 2.6429  0.2051  -0.0541  -0.1729  -0.3160  
5y 3.0005  -0.1039  -0.1783  -0.2158  -0.4307  
7y 3.2213  -0.0919  -0.2188  -0.1908  -0.4269  
10y 3.4277  -0.0270  -0.2154  -0.1220  -0.3722  
15y 3.5689  -0.0642  -0.1294  -0.0042  -0.2478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7 年 4 月 30 日 

 

市场动态 
国内： 

怎样看待股市“泡沫”   

访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董事长林昌  

中国股市正在经历着超级大牛市，随着指数的不断上升，投资者在收获喜悦的同时担

心也在增加，股市涨到现在泡沫有多大？与国外股市相比我们的市场是不是透支得太多？

如果选择坚守股市，如何操作更安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董事

长林昌。 

记者:自从牛市开始，各方就有关于股市泡沫的争论。现在沪指已经突破了 3800 点，

您认为目前股市是否存在大的泡沫？ 

林昌:股市整体上我认为还在正常的范围。上一轮牛市顶峰和熊市谷底分别是 2001 年

6 月 13 日的 2245 点和 2005 年 6 月 3 日的 998 点，表面上看现在指数已大幅上升。但实

际上，市盈率比 2001 年 6 月大幅降低，比 2005 年 6 月也仅有不到一倍的增加。现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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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业绩计算的 A 股市盈率为 44 倍，而根据 2007 年业绩预测计算的市盈率仅有 28

倍，成份股的市盈率更低一些。所以，股市上升幅度并不直接对应着泡沫。指数上升的首

要原因是上市公司业绩的快速提升，其次是一批质量优良的蓝筹公司上市推高了指数，第

三是因为流动性过剩引起的。以上因素只有第三个因素，即流动性问题才构成了一定程度

的泡沫。但即使是流动性导致的泡沫，也不完全是负面的。所谓“泡沫”，只有在一枝独秀

时才构成真正的泡沫，因为投资价值的衡量永远是相对的，要有参照系。更准确地说，我

们应称之为资产价值重估。 

记者:海外股市的市盈率大多只有 15 倍左右，中国是否还是偏高？ 

林昌:多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清华经管学院分别于今年

1 月发表的报告)均证明，自 1998 年以来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持续提高，赢利能力并不

低，已超过一些发达经济体。如果不出意外，2008 年以后还将快速增长。假设到那时，股

市维持在目前水平，市盈率将进一步降低。所以，对股市的总体判断要有大框架，要有战

略眼光。当然，我并不认为目前的股市就一定没有风险。假如 2007 年的业绩预测与实际

情况相差较大，股市的下移就会发生。泡沫在那时就产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泡沫

的大小，并不由现在、而是由未来决定。 

不过，我个人倾向于这种偏差不会发生。毕竟，对一个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测可能不准

确，但对所有上市公司的总预测偏差会大大降低。当然部分个股肯定存在泡沫，个股泡沫

和整体泡沫是两个概念。 

记者:许多市场人士认为，快速上涨是不健康的，“慢牛”比“快牛”好，否则会透支

未来。 

林昌:我部分同意这种观点。短时间上涨过快会带来很多副作用，站在基金业的角度至

少也增加了新基金建仓的难度。但“慢牛”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市场自有规律，很难按

你的节拍行走。当多数人都认为将要步入一个长周期的“慢牛”时，市场就会很快表现为

“快牛”。历史上大的牛市也许形态相似，但实际上节奏不一。 

说到“透支”，我则持有不同意见。这要留待以后判断。轻言透支，就如轻言泡沫一样，

是没有依据的。股票价值本来就取决于未来，提前预测是必要的。 

记者:既然大盘的高位不是问题，你认为中国股市存在哪些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 

林昌:中国股市现在最好的一点，是基本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也

是最重要的市场基础。如果没有 2005 年推出的股改，即使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了，流动性

过剩了，也很难想象有今天的股市。股改完成后，市场基础变了，运行机制就可以标准化。

以前我们面对证券市场总觉得国际通行的理论和方法用不上，觉得中国特色太复杂。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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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差异就一个地方。 

不好的方面，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在上一轮熊市中，有些业绩差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

调整并未到位。有的股票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投资价值，现在借助牛市的背景又涨了，

这不健康，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个股泡沫”。还有一点，现在对二级市场的内幕交易、欺诈

等不法行为的监管还缺乏及时有效的手段，这样会损害长期牛市的基础。在这一点上，监

管措施的加强与股市高低无关。我最反对根据监管动态来判断市场走向，或根据市场阶段

来选择监管措施。 

记者:我们注意到，光大保德信目前除了一支货币市场基金外，其他三个产品都是股票

型或积极配置型基金。这是否意味着你们一直是市场坚定的看好者？ 

林昌:可以这么说。在去年六七月份，当时上证指数达到 1600 点，市场就已经出现大

分歧，有人认为泡沫很大。而我们一直看好。 

                                                     2007-5-7【北京晚报】 

 

基金操作风格多元化   

牛市中，基金投资风格越来越积极，越来越短期化，随着牛市的进一步演化，我们看

好投资较低预期市盈率股票的基金。  

什么样的操作风格才是适合市场的？什么样的操作风格才是适合基金的？在过去市场

的某个阶段，我们似乎都能找到某种投资风格是绩优基金的共性。而在 2007 年以来，基

金操作风格的多元化成为主流。  

在牛市深化阶段，各种投资机会大量涌现，理性非理性的因素都在驱动市场，基金投

资理念和投资风格的多元化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适者生存，也许是牛市深化下基金操作风

格多元化最好的概括。  

基金整体风格越来越积极  

如果以基金投资操作的灵活性来看，我们可以把基金的操作风格归为持有型、稳健型、

适度灵活、极度灵活四种类型。在 2005 年以前的熊市，基金的操作风格整体偏向稳健型，

而那些典型的绩优基金其风格倾向持有型。而 2007 年以来的股市热点纷呈，对初尝持有

型理念的基金也形成很大诱惑，基金整体操作积极度不断提高，基金的交易频度明显加快。

目前基金的整体风格已变成适度灵活。这或许是牛市上升阶段的特点。  

阶段性投资和波段化操作盛行  

判断基金操作风格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持股周转率。持股周转率是，一年内基金买入/卖

出股票的单边交易金额和期间平均股票资产规模之间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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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以来，基金总体上在不断提高持股周转率，而 2006 年下半年交易活跃度比上

半年有所下降。其中，配置混合型基金周转率高达 500％。而 2007 年一季度，基金的整体

持股周转率可能进一步上升。如此高的平均换手率在国外共同基金业是不多见的。整体高

换手率表明包括基金在内的主流投资者对股票投资价值的判断仍然倾向短期化。  

积极交易有两种可能，既有基金经理是先知先觉，前瞻性地看到了尚未被发掘，但符

合市场投资主线的下一个投资热点；也有基金是善于跟风，试图捕捉交易性投资机会。前

者以阶段性投资为主线，后者则热衷于波段操作。  

在 2007 年的股市环境下，这两种操作风格都可能取得成功。有基金持股周转率高达

800％以上，短进短出为这些基金带来高收益。 

总体上来看似乎是周转率高的基金收益较高，但周转率高到一定程度后也并未对基金

收益带来正面影响。频繁的买卖是基于对市场和上市公司深刻的理解，还是基于市场情绪

和热点的推动？从这个角度说，一些交易过于频繁的基金是让人担忧——变成短线交易者，

这对以稳健为初衷的基金投资者来说并非好事。  

我们认为，在当前市场投资主题快速转换，股票估值结构变化剧烈的情况下，阶段性

投资、适度灵活是比较适合的操作理念。这既能使基金经理对市场结构和投资主题变化进

行动态调整，又避免过度追求短线机会的投机心态。  

重仓股轮换加快  

与持股周转率相互印证的是，基金重仓股组合的轮换也在明显加快。2006 年之后，各

个季度之间 10 大重仓股的平均轮换从 2005 年的平均 3～4 个大幅上升为 4～6 个。  

按基金类型来看，我们再次看到配置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换股频率最高（持股周转率也

最高），这个特点三年以来都未改变。这说明在持股比例较低的同时，配置混合基金股票投

资部分操作的灵活性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基金。从总体上来说，这也是配置混合型基金股票

投资效率更高的原因之一。  

从重仓股轮换上，我们同样有和周转率类似的判断：适度积极的操作风格比较适合于

目前阶段的市场特点。也就是说，重仓股轮换以每季度 4～6 个为宜，这是比较典型的阶段

性投资特征。当然，这个结论并不绝对，只是作为选择基金投资风格的一个参考。  

热点分散，投资集中度降低  

投资集中度既能反映出基金的风险控制机制，一般来说基金会分散投资以降低组合风

险，同时，投资集中度的相对高低也反映出基金对组合构建的思路：如果基金认为市场上

投资机会有限，那么基金就会把较多资金集中到较少的股票上，如果基金发现较多的投资

机会，投资集中度就会相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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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以来，基金的平均投资集中度逐步下降，2007 年一季度延续了这一趋势，投

资集中度下降十分显著。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平均集中度已经降至 50％以下，这是

3 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认为，基金的投资集中度下降更多地是反映市场投资主题的多元

化。  

具体到基金来看，不同基金的风格就有很大区别。总体来看集中度过高对基金意味着

选股风险加大，一旦重仓板块踏空，基金收益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集中度高或低并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只是反映基金的不同风

格。偏激进型的投资可以选择选股能力强、集中度高的基金；而集中度低的基金则更适合

稳健需求的投资者。  

看好投资低预期市盈率股票的基金  

从基金重仓股组合的估值特征来看，基金总体持股风格倾向成长型。组合平均市盈率

不断攀升。股票型基金的成长型持股比重最大。但从预测市盈率来看，各类基金的组合 2007

年预测市盈率都在 30 倍左右。  

不少有股票投资经验的基金投资者会观察基金的重仓股组合，如果基金的重仓股较符

合个人偏好，则对基金也比较看好。这个思路总体来说是可取的，但是基金重仓股季度间

更换频繁，对单只基金如果仅看重仓股意义并不很大，重要的是通过基金持股变化来看趋

势变化对基金风格的影响。  

从目前的市场阶段来看，年初以来中小盘股涨幅远超过大盘股，低价股表现超过平均

水平。在市场整体估值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后，对风险的重视将会重新成为机构投资者关

注的因素。业绩增长预期明确和业绩趋势由差转好的股票可能成为下一阶段主流投资者的

重点关注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在目前阶段，组合预期市盈率和预期市净率处于低

端的持股组合。  

   摘自：2007-5-8【证券市场周刊】 

 

QFII：核心投资策略不变  

由上海证券报和理柏中国共同推出 QFII 中国 A 股基金最新月报显示，QFII 继续对中

国 A 股市场保持乐观预期。 

核心策略保持不变 

某 QFII 中国先锋基金在基金的月度回顾和展望中认为，中国本地资金强劲，加上盈利

数字令人鼓舞，推动内地股市再度上扬。公布的经济数据继续强劲，而当局再度收紧息口，

则已在市场预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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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认为，中国自 2006 年起公布及实行的各项紧缩政策，均是源于政府忧虑游资

过剩，令借贷及投资增长过强。 

“不过，考虑到中央的立场仍是促进增长，我们相信有关政策将维持宽松。”另一方面，

尽管 2007 年增长将缓和，整体经济增长可望保持畅旺。从基本因素而言，该基金对金融、

地产业和若干零售商的增长前景仍然乐观，并将近期的调整视为吸纳优质股的良机。基金

的核心策略维持不变，我们将继续着眼于管理层优秀和经营模式有利可图的本地股。 

关注中国财富效应 

而另一家 QFII 则认为，投资者对当局推行政策的忧虑似乎减退，转而聚焦于公司的基

本面因素。 

组合投资方面，该基金增持药业股，基于“我们认为该股投资不足及应可受惠于政府

开支增加。我们亦增持电力相关的股份，原因是经济增长强劲，令用电量持续上升。同时，

我们减持银行股，因为忧虑其估值过高。” 

该基金仍看好经营环境利好及持续提升效率的机械类股。受惠于中国财富效应的物业

及与消费相关的公司，将仍然是基金的主要焦点。  

摘自：2007-5-9【上海证券报】 

 

 

 

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基础知识： 

如何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  

在购买基金之前，一项必做的功课是阅读招募说明书，因为招募说明书是基金最重要、

最基本的信息披露文件，有助于投资人充分了解基金。不过，招募书长达数万字，该如何

阅读？我们认为，有六大要素最值得关注。  

投资目标  

要明确基金的投资目标是长期资本增值收益，还是稳定的现金红利分配？如果投资人

是为子女未来教育而投资，应选择前者；如果是已退休的投资人为了获得每月稳定的收益，

则应选择后者。  

投资策略  

投资策略是投资目标的具体化，描述基金将如何选择股票、债券以及其他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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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其挑选股票的标准是小型快速成长公司还是大型绩优公司？持有债券的种类，是国

债还是企业债？目前多数基金还对投资组合中各类资产的比例作出限定。此外，招募说明

书中提及的只是基金可能投资的范围，至于基金具体投资了什么证券，可通过每季度的投

资组合公告了解。  

风险  

这是招募说明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基金应该详细说明其投资潜在的风险。例如，债券

基金通常会重点分析其所投资债券的信用度，以及利率变动对基金净值的影响等。关于风

险，国内的基金一般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等方面进行描述。  

费用  

基金的费用主要有申 / 认购费、赎回费、管理费和托管费。这些费用信息在招募说明

书中有详细说明，以便投资者比较各基金的费用水平。  

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部分介绍了基金管理公司的情况、基金经理的专业背景和从业经验。投资

者应考察基金经理在该基金的任职期间长短以及业绩表现，如果其曾在其他基金任职，从

其他基金过往的表现可了解其投资风格以及投资成败。  

过往业绩  

虽然我们常说“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业绩”，但是以往业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基

金业绩的连续性。开放式基金每 6 个月会披露公开说明书以更新招募说明书所披露的信

息，其中经营业绩部分对基金历史上单位净值的最高值、最低值和期末值进行回顾比较，

有时也披露基金最近 6 个月的净收益、资产净值以及净值增长率。  

来源：【光大保德信】 

 

□理财技巧： 

选择不同风格基金的三原则  

总体来说，不同操作风格的基金在去年和今年以来的表现迥异。投资者面临如何取舍

的难题：是否因为近期表现的差异而转投当前的明星基金？我们认为，投资者应该根据自

身的需求各取所需。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1）根据个人风险偏好选择  

虽然灵活操作可能在牛市下获取较高收益，但是好运不会一直持续。激进的操作风格

对于基金经理把握市场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尤其是在股市的震荡和调整时期，基金的

收益可能会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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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基金为博取高收益而热情参与市场的每一个热点，那么这样的基金是值得警惕的。

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可以配置较多风格比较激进的新锐基金。稳健型投资者则不

宜重仓这类基金。  

（2）关注擅长捕捉基本面机会  

2005 年以来，每个市场阶段，都有某些基金。原因就是特定的市场环境为某种风格提

供了较好发挥的空间。2007 年迄今的股市的总体趋势是市场大于个股，指数化的投资倾向

获得了更好的收益，而擅长基本面分析的基金则显得无用武之地。2007 年二季度，适度灵

活仍将是基金投资的首选风格，但是擅长基本面投资的基金业绩将有回升的可能。对于持

有这种类型基金的投资者，我们认为目前可继续持有。  

（3）对于特定风格的把握能力  

在牛市中，风格多元化意味着每种风格都能找到生存的空间，那么效果如何就完全取

决于基金经理的能力。看基金经理是否适合特定风格，自然是通过业绩说话。不过更深入

地分析基金具体的投资操作，能够更好地了解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没有万能基金只有灵

活方案，别盲目抢新基金  

摘自：2007-5-8【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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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问：我在 2007 年 4 月 27 日申购光大货币基金，为何确认不成功？ 

根据我司 2007 年 4 月 25 日发布公告，光大货币基金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单日暂停

办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自 2007 年 4 月 30 日起恢复办理。因此您在 4 月 27 日的申购

申请没有确认成功。 

问：听说量化核心基金拆分了，拆分日是哪天？有规模限制吗？ 

量化核心基金拆分日为 2007 年 5 月 8 日，本次拆分活动从 2007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8 日期间实行限量销售 40 亿元。 

问：量化核心拆分前和拆分后买有区别吗？ 

基金拆分前后的区别在于基金净值。在拆分日前的工作日申购量化核心基金按照当日

的基金净值进行处理；在拆分日以后（包括拆分日）进行申购，将按照拆分后的净值处理。

在拆分日以后申购量化核心基金的价格（即净值）将显著低于拆分前的价格。 

问：哪里可以买到量化核心基金？ 

在量化基金拆分期间，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购买： 

（1）直销渠道。即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2）代销渠道。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光大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光大证券等代销机构的各大营业网点购买量化核心基金。详细的代销机构可以到我

公司网站查询。 

（3）网上交易。投资只要持有兴业银行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卡在本公司网站开户

后就可以通过网上交易轻松购买量化核心，网上交易还能享受 0.6%的费率优惠。 

 

投资咨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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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