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2007 年第 47 期[总第 153 期] 
 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观点 

 市场动态 

 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客服电话：400-820-2888（8621）53524620  客服信箱：epfservice@epf.com.cn  

中国 上海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大厦 46 层 200002  http://www.epf.com.cn 



 

 

2

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1210 20071211 20071212 20071213 20071214 

基金净值（元） 1.4795 1.4722 1.4459 1.4051 1.4230 

累计净值（元） 3.4232 3.4159 3.3896 3.3488 3.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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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09 20071210 20071211 20071212 20071213 20071214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4.6005 2.4035 1.0036 0.7817 1.0027 2.0400 

7 日年化收益率 (%) 5.5710 6.5790 6.3840 6.0350 5.7870 6.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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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0 20071211 20071212 20071213 20071214 

基金净值（元） 3.7814 3.7961 3.7791 3.6627 3.7326 

累计净值（元） 3.9214 3.9361 3.9191 3.8027 3.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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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0 20071211 20071212 20071213 20071214

基金净值（元） 1.5224 1.5291 1.5196 1.4661 1.4955 

累计净值（元） 2.8024 2.8091 2.7996 2.7461 2.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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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基金净值 (360007) 

日期 20071210 20071211 20071212 20071213 20071214

基金净值（元） 1.0183 1.0186 1.0087 0.9770 0.9933 

累计净值（元） 1.0183 1.0186 1.0087 0.9770 0.9933 

业绩比较基准：75%×沪深 300 指数＋25%×天相国债全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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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沪深市场先扬后抑，成交额有较大增加。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5114.40 亿元，区间

跌幅是 0.02%；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452.91 亿元，区间涨幅为 0.95%。涨幅居前的几类行

业是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医药设备、信息设备和商业贸易，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有色

金属、采掘业、餐饮旅游、金融服务和房地产等。        

 上周自 8 号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央行出台第二套房认定制度，再加上周边市场

走弱，国内 A 股市场在周一大幅反弹后又呈现下行趋势，金融和地产两大权重板块下跌幅

度较大，拖累指数下跌。目前大盘仍承受着来自宏观调控、市场扩容和外围走势等多重压力，

投资者仍需持谨慎态度。我们坚持长期牛市的观点，短期将关注抗跌能力较强，有基本面支

持，具有较高安全边际的个股和板块，继续实行积极稳健的投资策略，坚持价值投资，力争

在取得稳定收益的同时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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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65% 0.09% -2.91% -5.04% 122.66% 87.18% 68.84%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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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6.92% 1.76% -0.45% -8.04% 161.40% 132.01% 73.52%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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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1.87% 3.82% 1.84% -9.95% 165.36% 143.16% 60.09%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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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7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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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其他市场指数一周涨幅  （2007 年 12 月 7 日－2007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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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资金市场受央行上调准备金和太保 IPO 等因素的影响，短期资金利率略有

波动，跨新股资金冻结期的银行间 7 天回购利率大涨 160.74 个基点至 4.1013%，短期资金

面稍现紧张趋势。但从今年前段时间大盘新股上市申购发行对资金价格带来冲击的程度来

看，目前的回购利率基本并未达到前期高点，显示年底市场资金面并未过分紧张，流动性宽

裕的因素仍然在继续。 

上周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成交量比前周增加，成交金额合计 23131.33 亿元，与前周

20493.25 亿元相比增加了 12.87%，扣除 7500 亿特别国债的因素，上周现券成交量仍在低

位徘徊。公开市场操作，央行本周发行的 1 年期和 3 年期央票收益率分别与此前持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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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央票中标收益率小幅上升 4 个基点，央票利率的走势与货币市场资金状况基本吻合，

显示出长期资金充裕、短期紧张的趋势，也对目前的短期品种的市场收益率水平产生了一定

影响。 

国家统计局在上周二公布中国 11 月 CPI 同比上涨至 6.9%，创下近 11 年新高，不过市

场对于 11 月份 CPI 数据仍将在高位运行早有预期，数据公布后，债市反应平静，预计年内

央行继续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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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 -0.07% -0.11% 0.02% 0.18% -1.00% -1.14% 27.27%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7 年 12 月 14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7-12-14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4572  0.2866  0.1958  -0.3202  -0.6849  -1.4298  
2y 3.6676  0.1432  0.1025  -0.2749  -0.4681  -1.4798  
3y 3.8428  0.0465  0.0325  -0.2366  -0.3205  -1.5036  
5y 4.1090  -0.0429  -0.0521  -0.1811  -0.1846  -1.4976  
7y 4.2987  -0.0543  -0.0862  -0.1543  -0.1809  -1.4616  
10y 4.5114  -0.0440  -0.0913  -0.1650  -0.2611  -1.4292  
15y 4.7290  -0.0130  -0.0322  -0.2647  -0.4919  -1.4202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7-12-14 

 



 

 

6

市场动态 
国内： 

基金投资贵在长跑取胜 

投资于基金，其实并没必要每天关注基金净值的变化，更应该看长期回报的高低；特

别是对于不少没有时间和精力打理财富的人来说，应该忽略短期净值的波动，不做波段投

资，坚持长期投资，获得稳定收益；但前提是，不要将所有可投资资金完全投入基金之中，

应考虑未来收入支出状况作更好的投资资产配置。 

基金作为大众理财产品，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基金的收益和风险介于股票和债

券之间，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非常理想的投资工具。长期来看，多数股民今年以来的

收益依然微弱。因此，把选股和交易的工作交给基金经理，不失为明智之举。 

正因为普通投资者不具备择时的能力，所以投资基金原则上应该立足于长线，目标是

要在“长跑”中取胜。投资者应选择规模大、信誉好、尊重投资者的基金公司，要摒弃“买

跌不买涨”的心理，选择那些过往业绩好的基金，长期持有。以光大保德信为例，旗下的

量化核心基金刚刚被晨星评级评为两年期的“五星基金”，量化核心经历了熊牛考验，长期

的业绩证明了投资者的信任和持有是值得的。而目前光大保德信的量化核心基金、红利基

金、新增长基金都在银河基金研究中心的每日排名中居于前列。对于有丰富股票投资经验

的投资者，应结合自身对股市、宏观经济的理解选择不同类型的品种。  

2007-12-13【东方早报】 

 

QDII 部分资金可投资 A 股 

  《第一财经日报》昨日证实，在证监会日前向部分基金公司下发的一份“问答式”文

件中，对是否允许将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募集的部分资金投资于 A 股市场的问题，

给出“可以”的答案。 

  这份名为《关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及〈关于实施(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有关问题的口径》(下称

《口径》)的文件，以问答方式对 QDII 资格条件和审批程序、境外投资顾问、资产托管、

投资运作、监督管理、产品设计及申请资料、费用及净值计算、基金销售日常申购赎回、

会计处理、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答和规定。对于“是否允许将募集的部分资金投

资于 A 股市场”的问题，《口径》给出的答案为“可以”，此外并无投资比例和产品结构等

具体细则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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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是指“……运用所募集的部分或者全部资金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

内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 

  一位监管层人士告诉本报，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障碍，如一

只 QDII 产品可以对投资 A 股和投资境外市场的部分分别作出规定。在额度审批上，国家

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审批的 QDII 额度应当纯粹用于境外投资，外汇局不可能规定

人民币资金在 A 股的投资额度。 

  已推出 QDII 产品的基金公司却对此反应不一。 

  一位基金研究人士认为，既然境外投资有利于为境内投资者分散风险，那么 QDII 产品

再投资境内股市就不利于投资者进行产品选择和风险评估。 

  北京一家合资基金公司的人士认为，境外的全球基金既投资国际市场也同时投资其国

内市场。“比如一只全球健康产业基金，会投资全球各地的健康产业相关公司。” 

  目前，基金系 QDII 均向外汇局申请固定的外汇额度，一旦允许投资 A 股，势必要规

定境内和境外的投资比例，并以此来申请外汇额度。“整个基金是一个动态组合，于是境内

和境外的投资比例就需要适时调整。”上述合资基金公司的人士认为，这个问题较难操作。 

  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此前推出的和已获批的 QDII 基金均不投资 A 股，而目前尚

无具体细则出台，“QDII 基金的 A 股投资比例应该不会很高，不然不就是 A 股基金了吗？”

这位人士认为，理论上短期内 QDII 投资 A 股的资金量有限。 

      

                                                     2007-12-18【第一财经日报】 

 

阴霾之下基金寻找结构性投资机会 主题轮动为特征  

     "明年的机会,肯定是结构性的。"上海一基金经理表示,"在这个前提下,应该把每次调整

看成介入的良好机会。 

    从 12 月 10 日开始,A 股市场大幅震荡下跌,13 日上证综指收市跌 137.5 点,跌幅

2.7%,5000 点心理关口失守。石油、地产、金融、钢铁等重要的大市值行业出现较大跌幅,

导致大盘出现急剧跳水。 

    基金公司人士认为,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给资金面带来了一定影响,而太保等新股

IPO,也吸引了大批资金转战一级市场。"对加息的担忧是导致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上海

一家基金公司的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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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息阴影下的调整 

    12 月 12 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上涨和美联储利率调整会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不小的影响,对此央行会认真给予考虑。

"市场将此解读为央行将有后续的加息举措。 

    翌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80%,跌幅明显高于上证综指。金融、地产在沪深 300 指数中

占有相当大比重,对加息的担忧导致资金密集行业跌幅较重。 

   上述基金人士认为,市场可能夸大了加息的影响,加息的目的应是吸收多余的流动性,改

善负利率的状况,从长远来看对 GDP 以及股市是有利的。 

    这一轮股票市场走出强劲的牛市行情,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居民增加在股票资产上的

资产配置。中国台湾地区股市总市值曾经达到居民储蓄的 4.8 倍,而中国 A 股目前总市值与

居民储蓄总额的比只有约 1.63 倍,流通市值与居民储蓄总额的比也只有约 0.51 倍。 

    "这表明目前的场外资金推动市场继续上涨的潜力还是巨大的。居民储蓄资金不断流向

股市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上述人士认为。 

    从中长期来看,仍然可以坚定看好股市的牛市格局。事实上,明年乃至后年,银行业的利

润增长曲线几乎已经非常明显,成长性不容置疑。另一家基金在策略报告中表示,在人民币升

值的大背景下,金融、房地产行业仍将是推动 2008 年牛市行情的另一主线。 

    在通胀和本币升值的环境下,即使出现银行贷款速度放缓等负面因素,考虑到 2008 年两

税合并、取消营业税等利好,都将使银行整体业绩增长性比较明确。 

    "对于市场来说,比较关心的是明年宏观经济减速的影响多大。在全球不确定的大背景下,

中国经济上的紧缩政策还要走到哪一步。"上海某基金经理魏东认为。 

    主题轮动或为新特征 

    在一些基金公司看来,无论从宏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企业盈利高速增长的可持

续性,以及股改税改的累积后续效应来看,都倾向于 2008 年牛市仍将延续。 

    实际上,进入四季度后,市场环境开始发生变化,对基金经理已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三

季度,基金采用板块投资并且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如银行、地产、有色、钢铁和煤炭等较为

明显的。"当时大基金横行,客观上选择这些板块使投资简单化。反正也不用看个股,看好钢

铁,几大钢厂一买就得了,涨幅也差不了太多。"魏东表示。 

    然而,经过 6100 点到 4800 点的洗礼,投资者的热情显然有所减弱。最新的月度银行数据

可以看出,资金又重新开始向储蓄回流。 

同时,在有色、煤炭等三季度差强人意的季报公布后,市场对上市公司业绩的预期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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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谨慎。从板块入手还是从个股入手,将是一个问题。基金经理是不是还能在明年再找到

几大板块?魏东认为,至少在 2008 年初市场将是个股混战的状态,也是真正考验基金经理的

时候。 

某基金公司的策略报告分析,近两年来"板块轮动"很可能让位于未来几年的"主题轮动

"。在市场估值普遍偏高的背景下,主题驱动往往具备更大的估值弹性和想象空间。如升值主

题、创业板主题、资产注入主题等。主题轮动在经济增长中后期,容易引发进一步的价值重

估。  

 2007-12-17【21 世纪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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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基民要循序渐进买入老基金  

在目前行情下，对于重新打开的基金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度

进行投资，稳步进场，仓位控制在 50%-70%之间为宜，其余资金可考虑分配在比较稳定的

人民币理财产品上。 

本月以来，前期不少遭到抢购而不得不暂停申购的基金，最近又纷纷重新打开，像东

方精选、上投摩根中国优势、阿尔法、华夏优势增长、华夏回报等都重新恢复了申购业务，

其中一些基金是今年以来表现还不错的明星基金。 

在现在的行情下购买这些打开申购的老基金合不合适？广发银行理财师刘政表示，基

金关闭后再打开，有鲜花也有陷阱。可从其打开申购的原因入手分析。首先，近期股市震

荡，一些前期关闭的基金因为市场原因导致资产缩水，加上受到赎回潮的影响份额减少，

因此，部分基金公司会重新打开申购。其次，不少基金经理也希望在市场的相对低点建仓，

为此基金就需要吸收一笔新的资金作为支持。 

国内投资者对基金关闭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关闭的基金业绩一定好。其实，基金关闭

是为了业绩考虑，但未必所有关闭的基金就是好基金。因此，在这种误区之下，一些基金

关闭再打开后常常更受追捧。对于重新打开的基金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

能力适度进行投资，稳步进场。 

                                                        来源：【市场报】 

 

□基金投资百问百答 

投资者权益保护篇 

93、在哪里能看到基金定期报告的全文？ 

根据《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将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正

文登载于网站上，将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指定报刊上；将季度报告全文登载

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同时，基金定期报告公布后，应当分别置备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的住所，以及基金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供公众查阅、复制。 

 

94、基金公司应如何处理基金份额净值计价出现错误的情形？ 

基金份额净值计价出现错误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纠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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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进一步扩大。计价错误达到基金份额净值 0.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并报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因基金份额净值计价错误造成基金份额持有人损失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有权要求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予以赔偿。 

 

95、投资者如何从开放式基金投资中获取收益？ 

A、净值增长：由于开放式基金所投资的股票或债券升值或获取红利、股息、利息等，

导致基金单位净值的增长。而基金单位净值上涨以后，投资者卖出基金单位数时所得到的

净值差价，也就是投资的毛利。再把毛利扣掉买基金时的申购费和赎回费用，就是真正的

投资收益。B、分红收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的规定，基金会定期进行收益分配。

您获得的这部分分红也是您获利的组成部分。 

摘自：【基金投资百问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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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 请问网上直销可以做基金转换吗?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理财的需求，从 2007 年 12 月 14 日起,我公司将推出旗下

所有基金网上直销和柜台直销的转换业务。已通过我公司网站或柜台直销持有我

公司任一只基金的投资者，都可以在我公司网上进行基金转换业务，由于量化核

心基金于 2007 年 11 月 24 日起暂停申购和基金转入业务，因此量化核心的转入

业务在暂停期间无法办理。 

 

2. 基金转换费率是多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

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金投资者承担。 

 

3. 网上基金转换费率有优惠吗？ 

网上基金转换费率没有优惠。转换补差费按照基金标准费率计算，网上交易申购

费率优惠不适用基金转换业务。原光大货币基金转入量化核心基金的补差费率优

惠也将同时取消，即光大货币基金转入量化核心基金的转换费为 1.5%。由于量

化核心基金于 2007 年 11 月 24 日起暂停申购和基金转入业务，因此量化核心的

转入业务在暂停期间无法办理。 

 

4.近期你们公司有增加新的代销机构吗？ 

自 2007 年 12 月 17 日起，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代理我公司的量化核心、

光大货币、光大红利、光大新增长及光大优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除原

代销量化核心、光大货币、光大红利、光大优势外，新增光大新增长基金的代销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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