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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71217 20071218 20071219 20071220 20071221 

基金净值（元） 1.3783 1.3832 1.4167 1.4360 1.4504 

累计净值（元） 3.3220 3.3269 3.3604 3.3797 3.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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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6 20071217 20071218 20071219 20071220 20071221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4.7010 1.0074 1.0047 0.7878 0.5019 0.6139 

7 日年化收益率 (%) 6.4190 5.6470 5.6480 5.6510 5.3760 4.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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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7 20071218 20071219 20071220 20071221 

基金净值（元） 3.7040 3.7032 3.7764 3.8169 3.8660 

累计净值（元） 3.8440 3.8432 3.9164 3.9569 4.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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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7 20071218 20071219 20071220 20071221

基金净值（元） 1.4779 1.4839 1.5196 1.5376 1.5607 

累计净值（元） 2.7579 2.7639 2.7996 2.8176 2.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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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7 20071218 20071219 20071220 20071221

基金净值（元） 0.9727 0.9708 0.9919 1.0062 1.0160 

累计净值（元） 0.9727 0.9708 0.9919 1.0062 1.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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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市场先抑后扬，成交额略有增加。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5234.40 亿元，区间涨

幅是 4.82%；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503.80 亿元，区间涨幅为 5.52%。涨幅居前的几类行业

是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建筑建材、黑色金属和食品饮料，涨幅较小的几类行业是：房地产、

金融地产、采掘、交运设备和商业贸易等。          

 上周沪深大盘二次探底后保持强劲上升态势，周四加息的利空并未阻止指数的上扬，市

场做多力量逐步增强。主要利多因素有：国资委表示不会大规模抛售股票；10 多家基金近

期同时开放申购，资金面有所宽松；大盘新股发行暂告段落后，一旦大盘走稳，增量资金会

不唤而来。2008 年预计随着两税合并及股权激励的实施，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水平将继续提

高。而大量优质蓝筹公司回归，将有效带动市场整体盈利水平的上升，并使得大盘蓝筹股成

为稳定指数、稳定市场的坚实基础。可见，市场的长期上升趋势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牛市

的基础坚实依旧。对基金投资者而言，仍应坚持长期持有理念，不要因为紧缩调控而扰乱投

资脚步。我们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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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87% 0.20% -2.16% -6.47% 117.75% 90.69% 71.54%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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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6.92% 0.11% 0.57% -8.08% 156.71% 137.15% 76.40%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7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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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4.05% 2.10% 4.35% -7.35% 175.52% 153.01% 64.78%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7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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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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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2007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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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四央行宣布了加息决定，从 12 月 21 日开始上调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水平 27 个基

点，上调一年期贷款利率水平 18 个基点，下调活期存款 9 个基点，这已经是央行年内第六

次加息，此举被看作央行贯彻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虽然此次调整对于银行业的

存贷利差影响有限，但对于缓解目前的负利率水平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而此次加息时点也

选择在年底金融机构流动性比较充裕的时点进行，这也有利于减轻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市场冲

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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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银行间资金市场由于没有大盘股发行，短期资金利率水平大幅下降，本周债券质押

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1403%，与上周 3.4938%相比降幅较大，7 个交易品种中全部下

跌，显示市场在年末的资金情况相当充裕。 

在充裕的资金面和持券过节因素的双重推动下，上周银行间市场现券成交总计 5578.81

亿元，与上周相比增加了 8.57%，其中短端品种，特别是半年内、流动性良好的各期品种，

收益率较前个交易周出现大幅下调。上周二和周四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各期央票收益率水

平均持平，显示市场成员对于目前的市场利率水平已经较为认同，但由于央行在周四宣布加

息，因此本周央行票据的走势将对下一步短期利率水平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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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0.32% 0.25% 0.38% 0.79% -0.70% -0.83%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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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7-12-21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8391  -0.5176  -0.3066  -0.8105  -0.7981  -1.7020  
2y 3.8713  -0.2237  -0.1793  -0.3457  -0.6782  -1.6069  
3y 3.9287  -0.0454  -0.0963  -0.0785  -0.5634  -1.5260  
5y 4.0909  0.0639  -0.0253  0.0380  -0.3604  -1.4030  
7y 4.2705  0.0084  -0.0193  -0.1117  -0.2135  -1.3268  
10y 4.4850  -0.0648  -0.0122  -0.2757  -0.1295  -1.2837  
15y 4.6937  -0.0704  0.0255  -0.2644  -0.2499  -1.3179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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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充分享受基金理财的长期服务 

关注基金的第一步是必须了解你委托理财的机构特色。首先是了解基金公司，从相关

的信息披露，比如网站、报纸等看这家公司的股东结构，历史业绩，是否为投资人实现持

续性的回报，是否有为客户提供方便和服务创新的能力。  

以光大保德信为例子，清晰而团结的股东治理结构、严密的现代管理体制，优秀的投

研管理团队，一个优秀的基金公司才能打造出色的基金产品，去年以来，充分挖掘市场机

会，为投资者带来了较为理想的回报。 

其次要了解基金产品的投资策略、投资目标、资产配置等。一般按风险-收益从低到高

排列，基金产品依次是保本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纯债型基金、偏债型基金、平衡型基金、

指数型基金、价值成长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理财专家认为，在持有的结构上，根据市场情况的不同，来合理安排股票型基金和债

券型、货币型的基金的比例，例如在震荡市场中，应该适当加大债券型基金的配置，防范

股市震荡风险，而在股市上扬的长期阶段中，股票型基金的较高配置能带来较好的收益，

例如，如果从 2006 年 3 月开始持有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这将近 2 年时间，已经有近 4 倍

的收益。 

当然，在长期持有的过程中，投资者也可以适当地采取一些技巧：如定期定额投资。

即通过与销售机构签订定期扣款协议，每月在固定时间，由银行自动扣除一定数额投资于

某种基金，这是国外当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基金投资方法，其最大的特点是易于分散投资风

险。 

理财专家认为：“买入一个净值低的基金和买入一个净值高的基金，其风险没有什么不

同，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市场的价格不会因为哪个基金现时净值低就给予特殊照顾，

至少不存在净值高的基金风险更大的可能。所以说，对基民来说，只要选对了品种，那么

就应当分批买入，长期持有，坚决不作波段。很多人都认为投资就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

其实好的基金经理会帮我们决定买入卖出股票的时机，投资者在付出了一定的基金管理费

之后，就应当充分享受专家理财长期的服务。” 

2007-12-20【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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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大红包"助封基走强 基金指数创历史新高 
近期,封闭式基金未跟随大盘出现大幅震荡,而是走出单边上涨行情,至昨日基金指数创

出了历史新高。分析封闭式基金走强的原因，无外乎其特有的折价率所形成的“安全垫”

效应以及分红所带来的封基长期收益兑现的两大利好因素。 

  由于目前封基的折价率持续走低，因此，简单地用折价率来解释封基市场走强并不充

分，也不信服，因此只能将注意力放到封基的分红预期上来。 

  根据基金三季度报告，通过基金二季度可供分配收益和三季度基金实现的全部净收益

推导出封基 2007 年度广义的分红额近 900 亿元，远超 2006 年不到 300 亿元的分红水平，

可以说，尽管四季度市场走出调整行情，但放在封闭式基金投资者面前的将是一次历史性

分红大潮。 

  尽管过去封闭式基金分红表现的比较“抠门”，但 2004 年 10 月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为封基强制分红提供制度保证。其中第三

十五条规定中的“封闭式基金的收益分配每年不得少于一次，封闭式基金年度分配比例不

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百分之九十”，以及诸多基金公司在封基条款中承诺的“分配

在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完成”等规定，既为投资者指明了分红的规模，也为投

资者指明了分红预期的时点。 

  根据统计，目前仍在交易的 34 只封闭式基金有望在明年四月底前实现平均单位份额分

红 0.85 元，如果按照最低分红比例来进行分配，也会有 0.765 元的平均分红收益预期，可

以说，在岁末年初，封基历史性分红预期已是渐行渐近。 

  那么为何说历史性分红预期是推动封基走强的主要原因？需要从分红对折价率的影响

来说。首先，分红是封闭式基金一个通过折价率来表现长期收益的短期兑现；其次，由于

折价率的原因，封闭式基金在分红后，折价率也会随着净值和市价的变化而有所放大，特

别是封基大比例分红，基金折价率在除权后的短时间内扩大得更多，因此也就容易产生折

价率在分红前后先扩大后向原折价率回归的现象。而封闭式基金在分红后向原折价率回归

的现象，也可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较为明显的套利预期，故此投资者在面临这一历史性分红

预期时，不单是享受封基分红的盛宴，更可以利用这一套利原理来实现调整行情下的无风

险套利收益。因此，有远见的投资者此时布局封闭式基金，推动封基走强也就不难理解了。 

                                                     2007-12-25【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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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业规模增长何时不再“靠天吃饭”  

2007 年，基金业高速扩容的脉络清晰可寻。基金业 2006 年全年仅实现 82.56%的规模

增长，而在 2007 年前三个季度，基金规模就飞跃到了约 30000 亿元，相比年初增长 250%，

但在四季度动荡中，基金业又一度出现净赎回现象，连续多个季度资金净流出的货币基金

却开始出现回暖迹象。所有这些提示业界，在 2008 年牛市依旧背景下，基金业仍有望获得

长足发展，但基金规模变动与 A 股市场过于紧密，需要进一步拓展基金投资范围和品种，

弱化市场波动对于基金业的影响，改变目前“靠天吃饭”的状况。 

规模随市场而摇摆 

由于目前基金投资范围、品种均不够丰富，因此基金规模变化与 A 股市场的变化紧密

相连，但受益于这两年 A 股市场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基金业规模整体呈现螺旋上升态势。 

2006 年以前，基金业整体规模虽仍在增长，但对于偏股型基金而言，不少时候处于净

赎回状态，许多基金公司经营困难，举步维艰。 

A 股市场 2006 年走牛以来，基金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疾速扩张。统计显示，截至 2006

年末，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了 8564.61 亿元，与 2005 年末相比，一年时间里增长了

82.56%；半年后，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了 15077.33 亿元，与

2006 年末相比，在 6 个月的时间里增加了 76.96%；而在接下去的三季度末，基金整体规模

再度大幅扩容，达到了 29625.06 亿元，在一个季度里就增长了 71.88%。 

随着市场 2007 年 10 月达到 6000 点阶段性高点震荡下行之后，基金业规模增速明显下

降。虽然目前未有公开数据显示基金业四季度的申购赎回情况，但就记者掌握的情况来看，

很多基金一度出现净赎回状态，原先一天就有几百亿资金抢购基金的盛况不再，以至于许

多原先暂停申购的基金纷纷重开闸门。但毫无疑问，整体上看，中国基金业 2007 年创造了

基金规模的新纪录，相信在 2008 年市场继续上升的预期下仍有望获得快速发展。 

大扩容有望延续 

对于未来的基金业发展前景，业内也有着乐观的预期。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日前经

过深入调查后发布的《外资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指出，基金市场并未过热，预

期更多的外资基金公司及本土基金公司将继续进入市场，到 2010 年，基金公司数量可能达

80 家左右，基金个人投资者的数量还有望增长近 3 倍。基金公司的总员工人数将增长将近

80%，接受调查的 7 家基金公司预计其员工人数将增加一倍。基金业未来的大扩容由此可

见一斑。 

“规模膨胀是把‘双刃剑’，应该说有喜也有忧”，中国银河证券首席基金分析师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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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说，基金规模的扩大，也对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研究、交易、清算等各个环节提出更高

的要求和挑战，促使现有的基金管理公司不断提高自身驾驭大型基金乃至超大型基金的能

力。但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大规模基金对基金的投资管理能力提出前所未有的挑

战，对于 A 股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基础市场建设的滞后与

基金业大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都需要监管部门和行业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也有分析师指出，相信随着 QDII、专户理财、股指期货等新业务的推出，基金品种将

会得到极大的丰富。这样，行业发展才有望不再单纯受制于 A 股市场的牛或熊，改变目前

“靠天吃饭”的状况。 

各类基金命运轮回 

从各类型的基金规模变化来看，也呈现出随市场而波动的特征。2005 年底以前，偏股

型基金份额规模不断萎缩。自 2006 年以来，偏股型基金成为资金主要流入方向，截至 2007

年三季度末，股票型、混合型基金份额累计达 1.61 万亿份，占全部开放式基金份额的比例

高达 94.15%。 

保本、债券、货币等低风险低收益基金基本近年一直处于净赎回状态，如货币基金的

份额从 2005 年末的 1867 亿份锐减到了 2007 年三季度末的 515 亿份，赎回率高达 72%。业

界一致认为货币基金的黄金时期已经消逝。但出乎一些人意料的是，自 10 月份 A 股市场

震荡下行以来，低风险类产品又重获投资者青睐。记者从各大银行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

各大银行每天申购货币基金的资金少则数千万，多则几个亿。据估计，不少货币基金规模

有望再上百亿。 

这种规律在中短债基金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 3 年前的熊市里，中短债基金风靡

一时。首发规模即上百亿，但现如今门庭冷落，所有中短债都已抛弃原先的定位，纷纷转

型为其它类基金。 

从中值得业界借鉴的是，如果不是首创，公司不必一味跟风上马热点产品，而应从长

计议，借鉴海外经验，认真布局产品线，踏踏实实提高投资管理水平。  

 2007-12-25【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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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投资货币基金一看收益二看规模  

近期货币市场基金风生水起。据了解，近一两周，几大银行每天申购货币基金的资金

少则数千万，多则几个亿。 

10 月以来，股市步步下滑，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却逆市攀升。据了解，三季报末，只

有 62 亿份规模的某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已经接近百亿，在最近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有近

40 亿元的资金涌入该基金。据业内人士分析，货币市场基金申购量“逆市攀升”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股票这两个多月的下跌使不少资金纷纷转投货币市场基金以避险。而另外一个

原因，则是近期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的 7 日年化收益率常常发生间歇性“井喷”，在新股发行

高峰时超过 15%，甚至达到 20%，由此引起越来越多稳健型投资者的关注。 

选择货币基金，理财专家建议，一方面要看收益指标，要仔细了解“基金万份收益”

和“7 日年化收益率”。另一方面看基金的规模。投资者可更多关注规模适中、操作能力强

的货币市场基金。 

同时，对于看重货币市场基金“井喷”性收益而奔向货币基金的投资者，业内人士提

醒，随着回购利率的调整和中签率水平的降低，“打新”对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贡献将有

所下降。 

                                                        来源：【市场报】 

 

□基金投资百问百答 

投资者权益保护篇 

96、为何在基金半年报注明“未经审计”字样，这样是否会影响其准确性？ 

基金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无须审计，但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应注明“未经审计”字样。但基金管理公 

司仍将对所披露报告的准确性进行负责 

97、哪些事项必须经持有人大会通过后方可决定？ 

（一）提前终止基金合同； 

（二）基金扩募或者延长基金合同期限； 

（三）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四）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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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六）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 

98、如何召集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持有人大会的召开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召集或者不能召集时，

由基金托管人召集。代表基金份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要求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都不召集的，代表基金份额百分之十以上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摘自：【基金投资百问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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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 什么是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是最主要的基金品种，以股票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包括优先股票和普通股票。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6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基金称为股票基

金。股票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将大众投资者的小额资金集中起来，投资于不同的股票组合，

投资目标侧重于追求长期资本增值。我公司旗下的量化核心、光大红利、光大新增长、光

大优势均属于股票基金。 

 

2. 什么是巨额赎回？  

开放式基金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申请超过前一交易日基金总份额的 10％时，称为

巨额赎回。 

 

3. 如发生巨额赎回有什么选择赎回方式？ 

若发生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情况并依据《基金合同》

规定决定采用全额赎回或继续赎回或暂停赎回的方式。 

(1)全额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有能力兑付投资者的全部赎回申请时，按正常的赎回

程序办理。 

(2)继续赎回：巨额赎回申请发生时，基金管理人在当日接受净赎回比例不低于基金总

份额的 10％的前提下，可以对其余赎回申请延期办理。对于当日的赎回申请，应当按单个

账户赎回申请量占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确定当日受理的赎回份额；未受理部分可延迟至

下一个开放日办理，并以该开放日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依据计算赎回金额，但投资者可

在申请赎回时选择将放弃超额部分，系统默认为选择接受继续赎回。放弃超额部分是指未

受理部分不继续赎回。 

(3)暂停赎回：开放式基金连续 2 个开放日以上发生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可按《基金

合同》及《招募说明书》载明的规定，暂停接受赎回申请；已经接受的赎回申请可以延缓

支付赎回款项，但不得超过正常支付时间二十个工作日，并应当在指定媒体上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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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