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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0625 20070626 20070627 20070628 20070629 

基金净值（元） 1.1114 1.1225 1.1517 1.1134 1.1128 

累计净值（元） 2.9551 2.9662 2.9954 2.9571 2.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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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24 20070625 20070626 20070627 20070628 20070629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9933 0.8951 0.4760 0.3881 0.4616 0.5017 

7 日年化收益率 (%) 2.1960 2.1030 2.0700 2.0050 1.9670 1.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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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25 20070626 20070627 20070628 20070629 

基金净值（元） 2.7616 2.8068 2.8762 2.7673 2.7349 

累计净值（元） 2.9016 2.9468 3.0162 2.9073 2.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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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25 20070626 20070627 20070628 20070629

基金净值（元） 2.2514 2.2897 2.3584 2.2674 2.2450 

累计净值（元） 2.3514 2.3897 2.4584 2.3674 2.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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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市场受到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发行 15500 亿特别国债的事件影响，从周一

开始就大幅下跌。虽然周二，三有所反弹，但周末在议案通过的影响下继续下跌。成交量进

一步萎缩，沪市一周成交量 6378.91 亿元，区间涨跌幅为-6.62%，深市一周成交量为 3402.42

亿元，区间涨跌幅-8.54%。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家用电器，电源器件，纺织服装，信息

设备等。             

我们认为市场对特别国债出现了错读，这一事件对股市的影响不大，对银行间市场流动

性的影响也被夸大，事实上更应该理解为一种中性措施以及财政政策结合货币政策的承载

点。对于被市场错杀的股票我们仍旧保持乐观。虽然对大盘整体判断是震荡，但对个股仍将

积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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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6.62% -7.55% -11.86% 19.49% 128.56% 42.80% 70.14%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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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6.92% -6.43% -6.37% 35.48% 171.48% 77.47% 80.10%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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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9.25% -10.68% -16.52% 28.17% 166.71% 77.16% 49.67%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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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市场风格指标一周回报率 （2007 年 6 月 22 日－2007 年 6 月 29 日）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资金由于没有新股发行的冲击，且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总量有限，导致

资金面相当充裕，主要成交品种 7 日回购的周平均水平已经下降到了 2.3%的近期较低水平。 

近期消息面方面影响债券市场较大的消息为财政部拟发行 1.55 万亿特别国债并纳入国

债余额管理，此举一方面有利于回收流动性，一方面也可以对市场的收益率水平提供较好的

定价标准，而央行近期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有限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期特别国债的陆续发行

留下一定的操作余地，上周 3 个期限央票的中标利率均与此前水平持平。现券市场方面，

由于上周临近各主要机构半年报公布的关键时间点，因此上周末短融、企业债的成交较此前

大幅放大，其他各期限品种的收益率情况和成交情况基本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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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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0.17% -0.30% -1.01% -1.88% 0.06% -1.62% 0.00%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7 年 6 月 29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6-29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1y 2.6777  0.2153  0.0037  -0.0241  -0.6080  
2y 2.8378  0.2307  0.2845  -0.1840  -0.5510  
3y 2.9904  0.3249  0.1675  -0.2480  -0.5117  
5y 3.2911  0.3381  0.0806  -0.2025  -0.4955  
7y 3.5490  0.1997  0.1911  -0.0495  -0.5108  
10y 3.7805  0.0304  0.2555  0.1513  -0.4851  
15y 3.8554  -0.0692  0.0505  0.2873  -0.3427  

资料来源：α债券投资分析系统，截至 2007 年 6 月 29 日 

 

市场动态 
国内： 

不惧短期市场波动 

  最近有媒体披露，近日 A 股日开户数持续下降，上周四 A 股开户总数为 16.01 万户，

创出近两个月来的新低。市场在高位运行中，波动的频率和幅度超出了预期。 

  也因此，基金以长期稳定的姿态获得越来越多投资者的认可。对于时间、精力、专业

知识都有限的个人投资者来说，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已经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理财

工具会集中在收益性相对债券等较高的股票、基金方面，而从国内基金规模不断成长来看，

将资金委托专家打理是一种趋势。 

  统计显示，美国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投资基金，占人口数 33％。从上世纪 30 年

代基金问世以来，基金几乎是美国家庭主要的理财工具，这并不表明美国人不懂得直接投

资，美国人信任专家的投资策略使得他们可以将大部分的时间致力于自身工作生涯的发展，

理财就交由专家来处理。而美国股市的持续稳定和繁荣也正是建立在拥有庞大的机构投资

者———共同基金的基础上的。 

  在规划个人长期理财规划时，长期投资一些较稳定的优秀基金是非常关键的，而优秀

的基金必然来自优秀的团队和公司，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为例，光大保德信的投资

团队一直以来投资风格稳健，力争为投资者创造稳定长期的回报，旗下的几只股票型基金

都有着较好的业绩表现。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在拆分后，不断吸引着不少有低净值偏



 

 

6

好的投资者进行申购，而由晨星评出的五星基金———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也一直是不少

机构投资者青睐的优秀基金。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成立不到一年，也实现了较好的增长。 

  理财专家认为，没有任何投资可以一夕致富，因此必须树立健康的长期理财观念，即

使是将钱交由基金专家打理，专家也无法完全避免市场的所有波动，因此理财前提是寻求

安心的投资工具与操作策略，并非一味追求高利润，投资前最好先将半年至一年内基本开

销的钱准备好，再依据自己可以承担的风险程度，进行资产配置，如此，万一投资市场出

现不可预测的剧烈变化，也不会让生活乱了方寸。 

2007-6-28【东方早报】 

 

基金总资产净值达 1.5 万亿 较 06 年末激增 76.96%  

  证券投资基金规模继续快速增长。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07 年

6月30日，已经披露资产净值数据的53家基金公司290只基金合计资产净值达到15077.33

亿元，较 2006 年末激增 76.96%。 

  偏股型基金资产规模增长最为迅猛。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30 日，股票型、积极配置型、

封闭式三种类型的基金合计资产净值为 14009.09 亿元，较 2006 年末整整增加 6582.95 亿

元，占基金总资产净值的比例达到 92.91%。而货币型、保本型、短债型基金则遭遇了较大

程度的赎回，分别仅剩下 627.56 亿元、103.55 亿元、25.98 亿元。 

  除新基金发行和老基金持续营销的因素之外，偏股型基金资产规模急剧膨胀的另外一

个原因，仍旧是基金份额净值在上半年的快速积累。统计显示，股票型、封闭式、积极配

置型三种类型的基金在 2007 年上半年复权净值增长率分别达到 66.86%、63.92%、

59.11%，业绩表现相当不错。  

从总体来看，在基金市场持续火热的背景下，各家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在上半年都

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规模分化的趋势却依然拉大。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半年业绩整体表现来看，一些新公司、小公司的表现则异常突出。

以公司排名显示，上半年复权净值增长率靠前的包括光大保德信在内的几家公司。 

2007-7-2【上海证券报】 

 

混合基金引发管理层关注 股票配置比例可能设 60%上限  

混合型基金风格飘浮不定引发管理层关注 

  股票配置比例可能设 60%上限 

  混合型基金虽然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但风格漂移不定，业界颇有争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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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管理层正酝酿降低混合型基金股票投资比例，混合型基金股票配置比例有可能被限定

在 30—60%。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管理层正酝酿降低混合型基金股票配置比例，混合型基金股票

资产最高配置比例将不超过 60％，以让混合型基金“返璞归真”。 

   风格漂浮不定 

  混合型基金正逐步变成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在成立时，其契约中一般规定该基金

对股票资产配置比例在 30%-95%，部分基金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对股票等资产配置处理得更

加模糊，“本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总值的 80%”。模糊处理的好处

在于“进可攻，退可守”， 一位基金人士表示。 

  目前的情况是，混合型基金都是按照契约中最高比例配置股票。去年下半年成立了 14

只混合型基金，招募说明书对股票的配置比例为 0-95%、30-90%、35-95％……。但是根

据 2006 年基金年报，虽然混合基金没有违背契约，但股票占其资产总值比例都在 60% 以

上。 

  同时，许多基金持有人也明显感受到，在市场上涨时，混合型基金不比股票型基金涨

得慢，跌的时候，有的混合型基金比股票型基金跌得更多。仍以去年下半年成立的 14 只混

合型基金为例，从 2007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8 日，上证指数下跌 8.32%, 同期部分号称

混合型基金的净值下跌幅度比股票型基金净值下跌得更多，大多混合型基金投资风格飘浮

不定。 

  苦衷 

  对于基金公司而言，投资风格和基金业绩都应该更加稳重的混合型基金变身股票型基

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一位基金经理苦笑着称：“在去年那种牛市行情中，我这只混合型基金如果以契约中最

低比例配置股票，后果肯定是基金的业绩会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别人涨 100％，我涨 10

％，在那种行情中，持有人肯定全部赎回我管理的基金，公司也得把我炒掉，我自己估计

连饭也没得吃。” 

  除了大的牛市背景导致混合型基金经理高比例配置股票外，投资者和媒体对基金的要

求和排名的错位也让混合型基金经理为难。宝盈基金一位人士表示，“基金竞争压力太大，

老百姓只管赚钱，不管你是大盘、小盘、基础行业基金，还是消费基金，你只要赚钱就行，

老百姓根本不是以该基金同类竞争对手为比较基准。同时，普通媒体在宣传上也存在误区，

只管模糊的比较，比如，你是基础行业基金，就应该和基础行业的基准指数比较，而不是

去跑赢沪深 300 指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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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从资产配置看，基金经理也认为国内基金的配置品种比较有限，不管如何配置，

基金能投资的股票品种和衍生品就那么多。 

  降低股票配置比例 

  混合型基金高比例配置股票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大市向好的时候可以分享高增长收益，

一旦市场逆转，混合型基金会难逃厄运。 

  一位基金研究人士分析，在一个市场，基金产品本来就应该多元化，混合型基金与股

票型基金相比，其特点就是相对稳定。目前，由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一样高比例配

置股票，在市场迅速下跌的时候，混合型基金也会急于出货，必然加剧市场的恐慌，不利

于市场的稳定。该研究人士还表示，既然投资者要追求高收益，在自己风险能力能承受的

范围之内，就去投资股票型基金得了，何必投资混合型基金？ 

  基金公司在设计混合型基金产品的时候，主要是希望“进可攻退可守”，既可以在牛市

中采用激进的策略，又可以在熊市中采用保守的策略。因此在牛市的大背景下，混合型基

金都是以最高比例配置股票，混合型基金成了名副其实的股票型基金。 

  但是正是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因素，业内人士透露，管理层正酝酿降低混合型基金股票

投资比例，混合型基金股票配置比例有可能被限定在 30—60%。 

  一位基金经理也表示，“监管层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对混合型基金股票比例控制在 60

％以内，主要是从控制风险角度出发，混合型基金风险不能太大。”同时，他还表示，基金

公司在设计产品时要首先考虑到底准备设计何种类型和风格的基金，股票型、混合型、债

券型等都有各自的特点，总不能选择一种类型的产品，就兼具几种产品的特点。 

2007-7-2【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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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基金投资需要考虑五大成本   

  做任何事均需要考虑成本。商品的成本是进价，货币的成本是利息。而基金的投资成

本不仅涉及资本的利息，还涉及选择的价格。为此，还需要投资者从以下五个方面充分考

虑基金投资的成本。 

  第一，基金购买价格上的成本。不同的基金产品，其净值是不同的，从而决定了其价

格的不同，直接影响到投资者购买的成本。即是否能够运用最小的资金购买较多的基金份

额。或者运用最小的资金创造最高的收益。 

  第二，基金进场时机上的成本。影响基金净值高低的因素众多，而不同的市场环境下，

不同的投资时机，基金的购买成本是完全不同的。如在证券市场的阶段性高点购买基金及

在证券市场的阶段性低点购买基金的成本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同一基金产品，也会存在

很大的差异。 

  第三，基金基本面成本。由于不同的基金产品，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特点，

也就呈现出了基金管理人不同的管理和运作基金的能力，从而造成基金运作上的净值差异

化。这种潜在的投资成本是投资者所不能忽略的。也是决定一只基金成长性，且是不是能

够有效补偿基金成本的重要因素。 

  第四，基金投资的时间成本。作为一种专家理财产品，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作基金的

能力直接决定着基金净值增长的幅度，同时也影响着投资者持有基金的时间成本。净值增

长较快，将使投资者的投资周期得到缩短，从而创造更多的累积利润。相反，基金的净值

增长缓慢，收益受到影响，也直接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投资者持有基金的时间成本。 

  第五，基金的创新成本。可以说，这是一种投资者容易被忽略的成本。主要表现为以

通过基金管理人对基金产品、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创新而带来的投资成本的变化。如基金

通过大比例分红、复制和拆分而带来的基金份额的变化和投资者重新选择的成本。  

 来源：【中国证券网】 

 

□投资者教育手册： 

决定基金业绩的主要因素 

1、 资产的配置 

基金配置中股票的比例越高，其承担的风险越高，收益或损失也可能越大。在 2006 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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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的行情中，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21.02%，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上涨 121.4%,开放式偏股型

混合基金上涨 112.46%,开放式债券型基金只上涨 20.92%。2004 年 4 月至 2005 年 6 月在市

场下跌的行情中，上证指数下跌 42.69%，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下跌 20.42%，开放式偏股型混

合基金下跌 17.74%，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仅下跌 4.79%。 

 

2、 市场大势的表现。 

衡量市场涨跌的指标是比较基准的变化。多数基金业绩随市场变化而变化，潮起潮落，水

涨船高。能够很好拟合比较基准，并保持风格稳定的基金就是好基金。 

 

3、 基金经理的选股和择时能力。 

基金经理挑选好的股票，抓住合适的入市时机，能极大地提高基金的收益。只有合理战胜

比较基准的才是基金经理的贡献。 

 

4、 交易成本的控制。 

每次交易都有交易成本，这些成本要从基金资产中提取。好的基金应该减少操作，以低换

手率来维护投资者利益，而不好的基金往往通过频繁交易进行波段操作。换手率越高，交

易成本越高。 

摘自：中国证券业协会出版的【基金投资者教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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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问： 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有什么区别？ 

基金账户是由基金公司为投资者开立的用于记录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及其变动情况的

账户，每个投资者只能申请开立一个基金账户。投资者可以使用唯一的基金账户通过不同

销售商开设多个基金交易账户进行交易买卖，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的投资者姓名、证件类

型和号码必须完全一致。即，基金账户表明您在所有销售商处持有的某我公司开放式基金

的情况；交易账户只表明您在某个销售商处持有我公司开放式基金的情况。 

 

问：什么是前端/后端收费？ 

这是针对基金的认/申购费而言的。如果认/申购费是在购买基金时收取，通常按照购买

金额的大小递减，称为前端收费；在赎回时补收认/申购费的，通常按照基金持有时间的长

短递减，称为后端收费。有些后端收费在持有基金到达一定年限后可免除。 

 

问：购买新发行基金后，何时可以查询认购结果？ 

募集期间，投资者在 T 日的认购申请，通常可以在 T+2 日在销售商处查询初步确认结

果，待基金正式宣布成立后，投资者可以查询到最终确认结果。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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