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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0514 20070515 20070516 20070517 20070518 

基金净值（元） 1.0098 0.9970 1.0132 1.0249 1.0276 

累计净值（元） 2.8535 2.8407 2.8569 2.8686 2.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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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513 20070514 20070515 20070516 20070517 20070518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1248 0.4488 0.5640 0.5548 0.5209 0.5227 

7 日年化收益率 (%) 2.3570 2.3290 2.1790 2.0260 2.0050 1.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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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514 20070515 20070516 20070517 20070518 

基金净值（元） 2.6146 2.5466 2.5938 2.6352 2.6413 

累计净值（元） 2.7546 2.6866 2.7338 2.7752 2.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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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514 20070515 20070516 20070517 20070518

基金净值（元） 2.0713 2.0037 2.0371 2.0773 2.0783 

累计净值（元） 2.1713 2.1037 2.1371 2.1773 2.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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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市场震荡加剧，成交量小幅增加。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8984.99 亿元，区

间涨幅为 2.01%；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4480.31 亿元，区间涨幅为 4.12%。涨幅居前的几类

行业是房地产、家用电器、食品饮料、采掘和机械设备，涨幅居后的几类行业是：金融服务、

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餐饮旅游和纺织服装。上周消息面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走势。证

监会强调防范市场风险教育、存款准备金率 15 日上调、银行 QDII 理财产品资金分流以及

查处老鼠仓等措施，甚至于明确表示“买者自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市场的炒作热情。但

是虽然短期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但场外新增入市的热情目前未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在人民币升值加快和全国 1 季房屋销售价格大幅上涨的刺激下，上周地产股再度活跃，

我们继续看好行业增长前景和房地产公司业绩可持续增长潜力；ST 板块在上周继续走强，

继续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亮点。             

从宏观经济层面而言，央企的整合及资产注入空间巨大，并购和重组是不变的题材，能

够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发展；股指期货的推出也将直接提升投资机构对成份股的投资需

求；人民币持续升值也将会为牛市增添动力。在短期把握市场热点的同时，我们继续寻找估

值洼地，坚持价值投资，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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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0.21% 4.92% 11.57% 34.41% 149.20% 50.64% 98.65%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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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6.92% 6.33% 13.14% 35.16% 174.89% 72.43% 99.61%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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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6.94% 17.03% 49.45% 195.12% 94.65% 76.20%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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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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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 日－2007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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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央行在周五宣布了一系列针对流动性和预防经济过热的调控措施，具体包括：从

2007 年 5 月 19 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 0.27%，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

调 0.18%，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上调 0.09%；

从 2007 年 6 月 5 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2007 年 5 月 21

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 3‰扩大至 5‰。虽然市场成员

对于央行采取加息或者准备金调整的措施已经有一定预期，但是央行同时采取价格性手段和

数量性手段，并同时调整人民币交易幅度的综合调控措施还是出乎市场成员的意料。 

    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较小，全周共回笼资金 410 亿，为近期回笼力度较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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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由此也可以看出央行在例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中给后续的加息和准备金调整等措施预留了

一定的空间。而由此也直接影响了市场的资金情况，市场成员流动性均较为充裕，资金融出

量加大，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但回购利率水平并未出现大幅下降,市场主要回购品种 7 天

回购的利率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 2.85%左右，周五跌至 2.5%的水平。若近期无新股发行，

则新的准备金率实施前，预计市场近期仍将维持此种充裕状况。 

    现券市场方面，在不明朗的宏观数据的影响下，债券市场和机构报价均不甚活跃，成交

热点仍集中在短期的央票、短融和 3 年以下交易品种，而在周末央行宣布调整准备金后，

预计市场将仍维持观望态势，等待关键年期央票的招标结果再次为市场短端提供定价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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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0.18% 0.01% -0.50% 0.95% -0.16% 23.33%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7 年 5 月 18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5-18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1y 2.6812  -0.4617  -0.6102  -0.3048  -0.5862  
2y 2.6712  -0.2049  -0.2826  -0.1004  -0.4130  
3y 2.7440  -0.0526  -0.1011  -0.0133  -0.3316  
5y 3.0490  0.0243  -0.0485  -0.0813  -0.3583  
7y 3.4194  -0.0615  -0.1981  -0.2909  -0.4957  
10y 3.8181  -0.2160  -0.3904  -0.5212  -0.6354  
15y 4.0564  -0.3857  -0.4875  -0.5996  -0.6315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7 年 5 月 18 日 

 

市场动态 
国内：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QFII 额度有望调增至 300 亿美元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北京时间 22 日 21 点在华盛顿正式启幕。消息人士透露，本

次对话预计将在 QFII 额度上升、适当放宽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等领域达成新的共识和成果。 

消息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作为此次对话的成果之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的投资额度有望从目前的 100 亿美元调增到 300 亿美元。 

2002 年底，中国推出了 QFII 制度，到今年 2 月为止，已批准了 52 家海外机构的 QFII

资格，其中 49 家 QFII 已获批共 99.95 亿美元的投资额度。距 100 亿美元的 QFII 额度上

限仅剩 0.0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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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外资金融机构 CEO 对本报记者表示，QFII 额度如果能有如此幅度的增长，在目

前高企的外汇储备背景之下，更加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金融业开放的诚意和姿态。 

另一家外资金融机构中国区经济学家表示，此时上调 QFII 额度 “姿态”意义要大于

实际意义。因为目前 A 股价格已远远超过 H 股，投资价值已大打折扣。 

消息人士还透露，在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方面，美国政府一直希望能够将外资持股比例

提升到 49%，尽管短期内达到这一目标可能性不大，但此次对话，中方很可能会作出适当

让步。 

按照有关规定，目前,中资保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不得超过 25%，外资证券公司所

持合资企业的股权最多不得超过 33％，外资持有中国国内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 25％，外

国资产管理公司在合资公司的股份也不得超过 49％。 

本次战略经济对话将围绕经济、投资与透明度等四个话题进行讨论，但业界分析，此

次对话的诸多议题中，金融业的开放将是讨论的焦点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保尔森出访中国为本次对话作准备。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演讲中，

保尔森大谈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聆听过演讲的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对本报记者表示，显然，保尔森将第二

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焦点放在资本市场和金融业改革与开放上。 

孙立坚同时表示，从东南亚的经验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培育阶段，产业结构调

整尚未结束，大幅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是危险的，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谨慎。 

摘自：2007-5-23【第一财经日报】 

 

封基折价率创近 3 个月来新高 上周五达到 31.90％  

加权平均折价率已从三周前的 28.22％ 提升到上周五的 31.90％ 

5 月份以来，虽然大盘指数继续创出新高并一举突破了 4000 点大关，封闭式基金的价

格表现却一直弱于大盘，五一节后更是呈现出震荡整理的走势。封基涨幅连续弱于市场，

拉大了基金净值与价格的差距，上周五封闭式基金加权平均折价率达到 31.90％，创出近 3

个月来的新高。不过，折价率的连续上升，也给投资者提供了中长期的投资机会。 

封基折价率连续上升 

封闭式基金折价率连续 3 周出现上升。根据天相数据统计，封闭式基金加权平均折价

率已从三周前的 28.22％提升到上周五的 31.90％，并创出 3 个月来的折价率新高。从小盘

封基与大盘封基的折价率来看，情形也完全一样，都出现连续三周的上升并创出新高。其

中，小盘封基、大盘封基上周五的折价率分别为 15.62％、34.34％。而且本周封闭式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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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表现仍然延续这一趋势，周一、周二沪深两市封闭式基金指数继续落后于市场大盘

指数的涨幅，这将进一步加大封基整体折价率水平。 

市场人士认为，巨额分红兑现与市场持续走高制约了封闭式基金的上涨。对于今年 4

月份封闭式基金板块巨额分红，市场早有预期，大批资金基于这一投资机会对封闭式基金

进行了布局，因此，随着 4 月份封基分红逐步兑现，走势明显趋缓。此外，机构持有人对

后市的偏谨慎态度也是影响封闭式基金走势的重要原因。2006 年基金年报显示，封闭式基

金机构持有量占到 6 成。进入 5 月份后，大盘指数连创新高，机构投资者反倒开始谨慎，

这也造成封闭式基金活跃度下降，涨幅也持续低于市场。 

折价率上升带来投资机会 

随着市场持续走牛，作为主要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封闭式基金，其投资价值必然随着折

价率的上升逐步显现，因而封闭式基金折价率连续上升不具有持续性。封闭式基金的历史

走势也证明，作为可交易型的基金品种，一般情况下其走势是跟随市场的脉冲式行情，而

脉冲的动力常常就是折价率的提升或者投资热点板块的爆发。这次封闭式基金再创 3 个月

来的折价新高，也预示着下一波封基行情的酝酿。 

市场人士分析，三大利好预期支撑封闭式基金中长期投资价值。股指期货推出、基金

改制和巨额分红是支持封闭式基金中长期投资的三大因素。酝酿已久的股指期货预计下半

年很有可能就将推出，利用高折价的封基进行套利已是很多大机构看好的目标；创新型封

闭式基金的推出也是在预期中的事，这对于 26 只大盘封闭式基金来说，很有可能将被改造

为创新型封闭式基金；由于今年以来基金大幅获利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根据封闭式基

金修改过的基金合同，封基在二季报或中报再次大比例分红是值得预期的。可以说，上述

这些利好因素，都可以保障封闭式基金的中长期走势。   

2007-5-23【证券时报】 

 

新基金发行风险提示待加强  

现在许多投资者在买基金时都要仔细研究基金的契约  

随着股指迭创新高，市场风险进一步集聚。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基金发行是否还能持

续火爆？基金发行人以及代销机构是否对投资者作了充分的风险提示呢？对此，记者日前

在对一些基金代销机构进行暗访中发现，虽然多数窗口风险提示较为充分，但投资者教育

工作仍有待加强。 

新基金发行热度有所下降 

昨日是节后第一只基金限量 100 亿开始发行起始日，记者在上海随机走访了几家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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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并没有看到客户排长队抢购的场景。一家代销券商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当前市场处

于高位和管理层一再强调加强风险提示和投资者教育的背景下，基金发行热有所降温也属

正常，不过，基金投资者还是表现出“喜新厌旧”的投资倾向。从中国银行的一线反馈情

况来看，也有不少基金投资者事先并不知道基金的发行情况，等赶到银行时已经来不及了。 

有业内人士指出，新基金在首日内实现发行限额的 70%认购量，比起一个月的认购期

来讲，两三天完成首发，其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天，基金公司的客服热线的接通率及网站

访问速度也受到一定影响，也是一佐证。 

风险提示任重道远 

在最近的基金发行中，管理层强调要加强投资者教育，要强化风险提示。中国证监会

继发出《关于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的通知》后，又下发《关于对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的通知》，准备对有基金代销资格的银行

的主要网点进行现场抽查。 

昨天，记者在上海的一些中行代销网点中看到，专为基金发行印制的广告招贴和宣传

册都被摆放于醒目位置，有的代销网点还拉起了横幅进行宣传。而在基金公司印制的三折

页宣传册上，有一折页为专门的风险提示函，提示投资者“做理性投资人：没有无风险的

收益”、“做明白投资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做快乐投资人：长期投资是致胜法宝”。

明确指出，“您购买的基金份额净值存在下跌的可能性，通过短期资金、借贷资金，用于个

人养老支出的资金等进行投机的投资者可能面临较大风险”、“投资者在选择本产品之时，

建议务必通过正规的途径，如咨询基金公司客服热线、登陆基金公司网站或其他渠道，对

自己的资金状况、投资期限、收益要求和风险承受能力做一个客观合理的评估，确保投资

在出现亏损也不会给您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的情况下，再进行本基金的投资。” 

中行上海地区一家网点的理财中心负责人表示，对于准备买基金的 VIP 客户，我们一

方面要与其签署相关风险揭示文件，另一方面会从投资角度多问客户几个为什么，譬如“你

准备长期投资吗？”“对当前的市场点位有否判断？”进而帮助客户判断当期发行的基金产

品是否符合他。而在记者采访的一家券商营业部提供的开户资料中看到，该公司专门印制

了基金投资者的开户文件，其中有对于风险的“特别提示”，在开放式基金业务申请表中，

也有一段要求基金业务申请人签署的特别声明文字。 

而网上交易和网上资讯，也是基金投资者了解投资风险的重要渠道，中国银行一位基

金投资者告诉记者，她以前就买过基金，目前市场点位比较高，不大敢再买入太多股票了，

准备在投资组合中增加一些新基金。她表示，对于基金发行中的风险提示函，她已经在网

上早就浏览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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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投资者已经有了必要的风险意识，一位多年从事基金销售的银行工作人员坦言，

沪上投资者的金融理财意识整体还比较强，对于基金这种多年存在的投资品种还是比较熟

悉，所以即使银行网点没有系统的风险提示服务，也无妨大碍。但问题的关键是，目前的

基金投资开始从沿海向内地渗透，“老大妈问基金年利率”的故事可能还会出现，基金投资

者教育和风险提示工作还是任重道远。 

银行仍是主渠道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代销基金的银行网点中，并没有针对普通客户设立基金专柜。

一位银行人士坦言，银行的主要业务还是私人、公司的存取款业务，最近的储蓄大搬家、

加息转存等业务导致银行排队现象，说到底就是客户多，银行人手紧的原因所致。对此，

管理层已经开始采取调高 ATM 机提款等措施，希望加以缓解，但是设立基金专柜，目前来

看似乎不大现实。 

上海一家券商的工作人员说，其实这一现象反映了银行和证券公司的不同竞争取向和

工作效率，如果客户觉得银行排队太慢，也可以选择券商营业部渠道购买基金，费率上还

有一定优惠。最近前来认购新基金的客户，有不少就是从银行转过来的。的确，一些券商

之所以能够在认购费率上有所让利，也是看到了这些转过来的银行基金客户会转为股票投

资者潜在机会。 

但是，毕竟在目前的基金营销渠道中，银行是当仁不让的主渠道。一位从事基金营销

多年的人士表示，如果将 7 成销售量转到券商身上，券商能否应付得来?是否还能够有一定

的费率优惠?这当然是个未知数。因此，提高银行这一基金代销主渠道的服务质量，才是基

金投资者享受优质服务的现实之举。 

摘自：2007-5-23【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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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基础知识： 

什么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是一种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产品，交易手续

与股票完全相同。ETF 管理的资产是一揽子股票组合，这一组合中的股票种类与某一特定

指数，如上证 50 指数，包涵的成份股票相同，每只股票的数量与该指数的成份股构成比例

一致，ETF 交易价格取决于它拥有的一揽子股票的价值，即"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ETF 是一种混合型的特殊基金，它克服了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缺点，同时集两

者的优点于一身。ETF 可以跟踪某一特定指数，如上证 50 指数；与开放式基金使用现金

申购、赎回不同，ETF 使用一篮子指数成份股申购赎回基金份额；ETF 可以在交易所上市

交易。 

由于 ETF 简单易懂，市场接纳度高，自从 1993 年美国推出第一个 ETF 产品以来，ETF

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猛。10 多年来，全球共有 12 个国家(地区)相继推出了 280 多只 ETF，

管理资产规模高达 2100 多亿美元。 

研究表明，，ETF 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不仅有助于吸引保险公司、QFII 等机

构和个人储蓄进入股市，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而且能够活跃二级市场交易，增加市场的深

度和广度。 

来源：【新闻晚报】 

 

□理财观念： 

基金投资者需要控制影响收益的 6 种不当情绪  

良好的投资心态，是投资者进行基金投资的重要法宝，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

每位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和风险偏好都是不同的，反映在投资情绪上也是千差万别。加上有

的投资者自控能力较弱，受市场和环境的影响较大，更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从而直接影

响到基金收益的最终实现，以下这些因素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第一， 随意改变投资目标。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后，应当耐心地持有基金品种待涨，而

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今天看基金净值落后了就垂头丧气，明天净值增速加快了就兴高

采烈。基金是一个长期持久的投资过程，短期的净值涨跌并不能代表基金的未来。因此，

投资者根据基金净值的短期表现而调整基金的投资目标，不断地更换投资品种，显然是不

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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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基金经理变更了，也不应当念念不忘，耿耿于怀。选基金看基金经理，本身并

无可非议，但基金经理在一只基金的正常运作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基金经理只是承担

起执行和下达投资决策的职能，并不完全的决定基金的投资和操作，还要受制于基金管理

人严格的内控制度约束。 

投资者过于依赖基金经理，将会产生投资中的偏向性思维，脱离基金净值增长的重要

驱动因素，即基金投资风格和操作策略。 

第三， 不考虑市场环境盲目追加投资。每位投资者的资金都是有限的，在基金产品的

投资比例的设置上也是有一定比例要求的。但投资者遇到了良好的证券市场环境，唯恐错

过基金投资的机会，基本上是见新发基金就买。不但自有资金用毕，更是利用借贷的方式

跟风操作。这种投资结果直接放大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增大了投资上的压力，破坏了良

好的投资心态，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情绪。 

第四， 将年龄因素抛之脑后。对于投资者来讲，投资的时间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不同

的投资者在选择基金投资时，均应当考虑到基金投资的周期性。这样才能在投资中做到主

动，游刃有余。比如，一位 65 岁的投资者盲目购买股票型基金和指数型基金，就会面临一

个时间周期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越来越低。选择高风险的股

票型基金投资，退出时点就成为投资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五， 跟随大势而随波逐流。证券市场出现了震荡调整，别人赎回了基金，自己是不

是也该进行赎回呢？这还要看投资者持有基金配置品种的结构，而不是受市场气氛的烘托

和渲染而不加选择地盲目赎回。 

第六， 操作方式变化了，不习惯新的操作模式而选择赎回。习惯了封闭式基金的二级

市场操作，转型为开放式基金后却明显感到不适应。是不是需要赎回并不尽然，因为基金

的操作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基金管理人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投资理念和操

作策略也没有大的变化，投资者也是不需要盲目赎回的。 

摘自：2007-5-16【基金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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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问：我买了光大量化核心基金，请问贵公司何时寄送账单？我如何收到短信净值？ 

我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每个季度结束后为客户邮寄基金对账单，因此本次账单于 2007

年 7 月份寄出。客户可登录我司网站信息定制栏目自行定制短信，也可拨打客服电话

021-53524620 定制。 

 

 

问：货币基金能转换成量化核心基金吗？转换费用多少？ 

量化核心基金目前暂停申购和基金转换，因此货币基金无法和量化核心进行转换，我

司会另行公告恢复基金转换开放时间。目前从货币基金转换到量化核心等于量化的申购费。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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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咨询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