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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128 20080129 20080130 20080131 20080201

基金净值（元） 1.3710 1.3768 1.3428 1.3156 1.3189 

累计净值（元） 3.3147 3.3205 3.2865 3.2593 3.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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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27 20080128 20080129 20080130 20080131 20080201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5.2440 2.5991 1.4727 2.3371 0.7261 0.7539 

7 日年化收益率 (%) 4.9230 6.1170 6.6300 7.5440 7.3490 7.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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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28 20080129 20080130 20080131 20080201 

基金净值（元） 3.8197 3.8476 3.8176 3.7523 3.7365 

累计净值（元） 3.9597 3.9876 3.9576 3.8923 3.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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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28 20080129 20080130 20080131 20080201 

基金净值（元） 1.5356 1.5374 1.5332 1.5064 1.5001 

累计净值（元） 2.8156 2.8174 2.8132 2.7864 2.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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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28 20080129 20080130 20080131 20080201 

基金净值（元） 0.9905 0.9913 0.9774 0.9640 0.9592 

累计净值（元） 0.9905 0.9913 0.9774 0.9640 0.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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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市场继续震荡下跌，成交量也有较大下降。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4523.58 亿元，

区间跌幅是 10.5%；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231.04 亿元，区间跌幅是 10.9%。跌幅较小的几

类行业是：餐饮旅游、房地产、黑色金属、商业贸易和家用电器，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

纺织服装、公用事业、化工、信息设备和电子元器件等。       

 上周国内 A 股市场受到周边市场的影响继续恐慌性下跌，各大金融机构的次贷损失数

据的相继推出给市场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加大了投资者看空预期，纵使美联储再次降息，

下跌趋势仍未得到明显缓解。考虑到前期市场超跌严重，雪灾影响也逐步减弱，我们预计市

场随着年报数据出炉，次贷影响慢慢消除，投资者信心开始恢复，可能会逐步反弹。虽然短

期市场仍会持续震荡，我们坚持看好中长期市场的发展，基金投资者应当坚持长期投资的理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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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9.26% -16.60% -17.88% -26.94% 55.12% -17.88% 49.09%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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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 -6.92% -15.29% -14.55% -20.94% 83.69% -14.55% 62.07%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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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9.59% -16.20% -15.76% -20.66% 87.31% -15.76% 48.83%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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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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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其他市场指数一周涨幅  （2008 年 1 月 25 日－200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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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因春节因素，银行间实际交易 7 天，债券成交量与前周相比增加了 17.53%，日均

成交 4999.53 亿元。新股申购资金解冻，加上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招标，为市场注入流

动性，市场资金面充裕。伴随跨节资金融出机构的不断增加，银行间资金利率水平持续平稳。 

公开市场操作，上周发行的 3 年期和 1 年期央票的利率水平与此前持平。3 个月的央票

中标利率为 3.40%，较前周微妙下跌 7.1 个基点。从资金面判断，目前市场资金面整体宽松，

为央票利率走低提供了资金环境；此外，财政部发行的 7 年期国债，票面年利率为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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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市场预期，更是对二级市场债券价格的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 月 30 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 50 个基点至 3%，同时调降贴现率 0.5 个

百分点至 3.5%；以帮助经济抵抗楼市持续下滑和信贷市场紧缩的冲击。在美联储再度降息

50 基点之后，中美利差倒挂幅度进一步加大。至此，与一年期央票利率形成 105 基点的倒

挂，利率倒挂刺激热钱涌入，加剧国内流动性，加大央行加息的顾虑，市场预期中国加息政

策出台将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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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 0.76% 1.05% 1.36% 2.18% 0.56% 1.36% 100.00%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8 年 2 月 1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2-1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4056  0.1557  0.1246  -0.0294  -0.7003  -1.2935  
2y 3.7090  0.1059  0.1657  -0.1766  -0.6096  -1.4417  
3y 3.9598  0.0509  0.1302  -0.2990  -0.5509  -1.5520  
5y 4.2407  -0.0127  0.0591  -0.3833  -0.4121  -1.5914  
7y 4.3442  -0.0303  0.0183  -0.3321  -0.2710  -1.4982  
10y 4.4435  -0.0288  -0.0065  -0.2062  -0.1484  -1.3683  
15y 4.5780  0.0054  0.0128  0.0115  -0.1443  -1.253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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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58 家基金公司 300 亿管理费入囊 基金 08 谋定多元化  

2007 年，在经历了 A 股牛市和基金行业的快速扩张后，基金公司的年度收入成为焦点。  

有分析人士估算，58 家基金公司 2007 年的管理费总收入约 316 亿元，其中资产规模

前十的基金公司占这一总收入的近一半。  

而部分基金公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及社保基金收入、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收入、自营收

入等也贡献渐增。  

虽然不少基金业内人士表示“08 年不会像 07 年那么好过”，但多家基金公司表示，在

做好公募基金业务的基础上，也在积极进行多元化业务布局。  

管理费收入约 316 亿元  

据民族证券分析师刘佳章的估算，58 家基金公司 2007 年管理费总收入约 316 亿元，

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收入总额占这一总收入的 49%，其中排名前三的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

按估算均可达 20 亿元。而排名后十的基金公司收入总额仅占总收入的 1.6%。  

其中，QDII 的管理费率高出其他类型基金近 20%。据 2007 年末已发行的四只 QDII

的资产净值规模，分别按各公司 1.8%或 1.85%的管理费率计算，四只 QDII 的管理费收入

为 4.94 亿元，但成本负担重等因素，使得未来 QDII 能否成为基金公司财务收入和利润增

长点还尚存悬念。  

此外，多家基金公司表示，受益于资本市场发展，去年固有资金投资旗下基金也取得

了较好收益。  

机构业务崭露头角  

企业年金管理资格是基金公司间激烈竞争的“奶酪”。目前业内有 12 家基金公司有此

资格。这项业务的管理费多采用收取较低的固定管理费加业绩提成的模式，按相关规定，

最高不超过管理该项财产净值的 1.2%。  

该业务在拓展初期往往收费低而成本高，但 2007 年这一情况有所好转。深圳某基金公

司养老金业务部总监郑文祥表示，2007年基金公司管理企业年金的收益按上述模式计算“达

到 1.2%不成问题”。  

较早开展这一业务的几家基金公司中，按目前中标情况计算，南方基金管理企业年金

数量达 70-80 家，总规模超过 80 亿；一家北京大型基金公司管理企业年金数量有 40 余家，

规模约 60 亿；以 60 亿到 80 亿的规模和 1.2%的管理费计算，基金公司可以获得的收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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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达 7200-9600 万元。  

按今年 1 月 21 日的公开数据，2007 年企业年金基金新增规模预计达 400 亿元，总规

模将达 1300 亿元，基金公司可收取的总管理费最高可达 15.6 亿元。  

郑文祥指出，企业年金是持续的、可累计的稳定资金源，尤其在弱市中，一单几个亿

的资金就会是不小的数字。他认为未来 5-10 年内，企业年金规模将占到基金公司总规模的

30%左右。  

而按相关规定，基金公司不能公开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一家基金公司社保投资

管理部总监表示，2007 年社保基金是为基金公司盈利的。  

“由于社保基金不需渠道费、营销费等，维护成本较低，利润较好，在熊市中对基金

公司的贡献更多一些。尤其对一些公募基金规模居中或偏小的公司而言，社保基金的收入

贡献会较大。”上述人士表示。  

投资咨询业务成灰色地带  

2006 年 2 月底，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下发通知，允许基金公司不报经证监会审批直接向

特定对象提供投资咨询服务。2007 年，陆续有 10 余家基金公司与银行展开合作，担任银

行理财产品的投资顾问。  

但业内人士透露，这种服务已被称为专户理财业务试点获批前的“准专户”业务，其

与投资管理并没有清晰区分，这一业务收入成为基金公司 2007 年收入的灰色地带。  

“银行的集合理财产品多样，和基金公司协商的费率也多样，不同公司的收入差别较

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基金公司多以协商形式收取该费用，可以制定固定基准或

浮动的业绩基准，也有基金公司会按照其管理资金规模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与公募基

金的管理费性质相近。  

据业内人士调研，有基金公司以投资咨询服务名义管理的资金规模最多已有上百亿，

算上业绩提成和管理费，这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拿到专户理财资格后，基金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将名正言顺。某基金相关人士认为，

将来专户理财业务很可能部分取代投资咨询服务业务。  

2008 年多元化布局  

出于对 2008 年 A 股市场的谨慎，多位基金业内人士表示“不会像 07 年那么好过”，

但多家基金公司也在积极应对，进行多元化业务布局。  

工银瑞信相关负责人表示，出于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理财需求及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

企业年金、专户理财和投资咨询服务都将是公司大力发展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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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很多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专户理财业务部，进行了充分准备。  

据相关法规规定，专户理财业务 “业绩报酬的提取比例不得高于所管理资产在该期间

净收益的 20%。固定管理费用和业绩报酬可以并行收取。”  

 “其实管理费还是基金公司收入的大头，我们的主业是做好投研，配合市场销售，把

业绩做好，份额做大。”一家小型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2008-1-28【上海证券报】 

 

新产品方案多达 10 多个 债券基金特批通道又拥堵  

债券型基金新年三连发，缘于监管层 3 个月之前向基金公司吹风提示，为债券型新基

金的审批开辟绿色通道。而目前，基金公司送呈至证监会的债券基金新产品方案又多达 10

多个。 

债券基金若继续集中批发，无疑加重当前股市的利空气氛。不过从投资者角度看，当

前有关银行“打新”理财产品可能被叫停的消息或许殃及债券基金，在这一重要不确定因

素确定之前，借债券基金赶上新股申购这一低风险、高收益的末班车应该是切实选择。 

审批绿色通道 

记者从多家基金管理公司证实，证监会于 2007 年 11 月向基金公司传达新基金审批新

政策：债券基金进入绿色通道，审批不用排队。 

事实证明，监管层兑现了这一承诺。去年 12 月，深圳一家基金公司旗下债券基金获批，

拉开了新基金审批的帷幕一角。今年 1 月，又有三家公司旗下债券基金相继获批。 

“现在债券型基金审批很快，产品方案上报一周内证监会就给回馈意见。”某基金管理

公司的产品经理对记者称。债券基金审批神速，与此相对照的是，基金业内普遍流传“新

基金方案在证监会积压 100 多个”。 

据记者了解，多家基金公司早在一年前就上报了股票型或配置型新基金方案，而在最

近一年中，几乎没有哪家基金公司未上报新基金方案。依据相关规定，每家基金公司一次

只能上报一个新基金方案，但若算上需要审批的基金拆分方案，50 多家基金管理公司累计

上报的产品数量超过 100 个也不奇怪。 

一位新近上任的基金公司总经理在上周给记者讲了一个细节：老总亲自赴京拜访基金

监管机构，醉翁之意当然在于要新基金批文。接待者提示这位老总注意相关负责人的办公

室现场——各家基金上报的产品方案已经从办公室门口堆到案头。 

依据《基金法》相关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基金募集申请之日起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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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和审慎监管原则进行审查，作出

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不予核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照此理解，证监会应当在 6 个月之内给予基金公司新产品“发还是不发”的准信儿。

2007 年整整一年的牛市疯狂气氛改变了刚性规则，而债券基金因为特殊的市场背景以及债

市大发展的既定路线而获“特事特办”待遇。 

据记者了解，目前尚未正式上报债券基金产品的基金公司，正加紧产品设计并加强与

托管行协调沟通，力争高效通过审批绿色通道。 

或按账户打新 

当前情况下，债券基金的收益空间主要在于新股申购，而今年年初有关银行“打新”

理财产品将受限甚至被叫停的消息，震惊市场中相关参与者。 

在历年来的证券投资市场，新股申购造成的“无风险、高收益”怪现象早就引起各方

注意，但之前的声讨和变革想法，也仅仅停留在“想法”层面，从未付诸政策实践。 

某投资机构相关人士在与记者交流时提及，媒体报道并非空穴来风，有关方面确实已

经开始讨论新股发行制度变革 3 种方案：一是由现行的按资金申购变为按账户配售新股；

二是借鉴香港市场的“一人若干股”的做法；三是恢复按市值配售。 

上述人士称，他个人认为按账户配售新股的做法最具有可行性。以基金为例，一只基

金产品一个托管户，银行管住托管行账户就可以。同理，保险与银行的理财产品均可以托

管户为单位，限额配给。尽管银行理财产品不需要经过银监会的产品审批，但相应报备制

度以及托管行账户的开立还是相当严格。 

记者未从其他渠道证实这一方案的可能性。但一个补充信息或许可以参考：已经具备

债券基金品种的基金公司正在增加旗下债券基金个数。与股票基金相比，单只债券型基金

并无规模控制的需求，新增债券基金数量说明什么呢？此处不妨考察一下各家公司申报债

券基金的动力因素。 

据记者了解，其他已有债券基金的基金公司一样积极申报债券基金新品。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普通债券型基金有 24 只，如果算上转

型中的中短债基金，以及其他偏债型混合基金，债券基金总量大约有 30 只。 

债券基金最高可以 20％比例资产申购新股，通过回购操作，实际参与“打新”的资金

比例一般可高至 40％。 

债券基金的“打新”亮点可以闪耀多久？本月获批债券基金产品的某基金公司相关人

士称，“完全取消‘打新’不大可能，我们也在关注政策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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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9【证券时报】 

 

莫尼塔调查显示:基金经理最关注调控对股市影响  

  莫尼塔（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日前对 30 位基金经理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52%的

受访者认为宏观调控是市场关注度最高的因素。 

  当前影响 A 股走势的四个因素分别是：对市场资金供给的判断、宏观调控、管理层对

股市的政策以及外围股市的影响。莫尼塔基金经理调查显示，分别有 52%和 32%的受访者

将宏观调控和对市场资金面的判断作为最关注的影响因素。另外，有 7%的基金经理认为管

理层对股市的政策是首要影响因素，有 13%的基金经理将外围股市的波动列为首要关注因

素。 

  而对于当前市场的判断，基金经理调查却出现了一定的分歧：37%的基金经理认为，

目前对大盘股应该超配，30%的基金经理认为应该标配，而 33%的受访者持低配观点；对

于中盘股（沪深 300 以外的主板上市公司），持超配、标配和低配观点的基金经理比例分别

为 32%、36%和 32%；而对小盘股，59%的基金经理认为当前应该低配，而持超配和标配

的受访者比例均为 20%。 

  对于周期性和周期性行业的配置，受访者出现更明显的分歧：分别有 38%的基金经理

认为，应该超配和低配周期性行业，剩下 24%的基金经理对周期性行业持标配观点；而对

于非周期性行业，分别持超配、标配和低配观点的受访基金经理比例则为 34%、41%和 24%。 

  对于未来一年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预测，43%的受访基金经理认为，其与去年年底市

场平均预测值 30%持平，有 37%的受访者认为盈利增长将低于 30%，而认为高于 30%的基

金经理比例占 20%。 

                                                      2008-1-31【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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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怎样解读基金的评级  

问：现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基金评级结构，我想知道哪些评级机构是比较权威主流

的？基民应该怎样解读这些基金的评级，并通过这些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基金？ 

答：目前有很多机构发布基金业绩排行榜，例如，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晨星、

理柏基金评级等机构都推出了基金评价体系。但具体的基金分类标准和数据统计方法都有

区别，投资者在看排行榜前，最好仔细阅读其相关说明，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基金评价

的标准。通常来讲，投资者在看基金排行榜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观察基金的长期业绩。目前，大多数基金排行榜都会同时公布多个期限的基金业

绩表现，其中有短期，如最近一个月；也有长期，如最近 3 年。投资者在看排行榜时，要

观察基金长期业绩表现，切忌单纯将短期业绩作为选择基金的标准。 

（2）区别对待不同类型、不同风格和不同成立时间的基金产品。不同类型和不同投资

风格的基金，以及不同成立时间的基金产品之间业绩不具有可比性，投资者不能将不同类

的基金业绩进行简单的对比。 

（3）关注基金业绩的平稳性。除了要看长期业绩表现外，还要注意观察基金在不同期

限内业绩表现的平稳性。在各种市场环境下业绩表现都较为平稳的基金长期收益更为稳健。 

（4）综合衡量风险与收益。任何基金都有风险，在看排行榜时，不能只关注其收益情

况，还要重点观察其风险程度。 

不同类型的基金由于投资品种和投资范围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并不是

业绩排名第一的基金就绝对是好基金，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理财目标选

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另外，基金管理人的诚信度、基金公司服务水平等因素也是投资

者在选择基金产品时需注意的，不要仅根据业绩排行榜来选择基金，而是要将多种因素综

合起来进行选择。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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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贵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支持哪些银行卡？网上申购的费率是多少？ 

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产品，在全国范围内可使用兴业银行卡和建设

银行卡； 

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兴业银行卡的申购费率为 0.6%，而使用建行卡的

申购费率为 0.75%。 

 

2、中信银行可以办理基金转换吗? 

从 2008 年 1 月 28 日起，在中信银行可以进行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转换业务，

同时还开通了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根据公司对外发布的公

告，自 2007 年 11 月 24 日起，量化核心基金暂停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因此，

目前，中信银行不能办理与量化核心基金相关的转换转入业务。 

 

3、货币型基金在春节期间的收益怎么计算? 

自 2008 年 1 月 30 日起暂停办理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的申购和转换转入业

务。其他业务包括赎回、转换转出正常办理。自 2008 年 2 月 13 日起，恢复办理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正常的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投资者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申购光大货币基金的份额享有 2008 年 1 月 30 日和整

个假期期间的收益； 

2008 年 2 月 4 日赎回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享有该日的收益，不享有

2008 年 2 月 5 日和整个假期期间的收益； 

2008 年 2 月 5 日赎回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享有该日和整个假期期间

的收益，自 2008 年 2 月 13 日起不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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