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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204 20080205 20080213 20080214 20080215

基金净值（元） 1.4261 1.4128 1.3760 1.3963 1.3798 

累计净值（元） 3.3698 3.3565 3.3197 3.3400 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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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04 20080205 20080212 20080213 20080214 20080215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8129 0.8502 6.0028 0.8449 0.8259 0.8149 

7 日年化收益率 (%) 4.0870 3.7490 3.1790 3.1730 3.1560 3.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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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04 20080205 20080213 20080214 20080215 

基金净值（元） 4.0096 4.1245 3.9303 4.0086 3.9747 

累计净值（元） 3.9845 4.1496 4.0703 4.1486 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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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04 20080205 20080213 20080214 20080215

基金净值（元） 1.6095 1.6026 1.5752 1.6027 1.5864 

累计净值（元） 2.8895 2.8826 2.8552 2.8827 2.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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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04 20080205 20080213 20080214 20080215 

基金净值（元） 1.0247 1.0155 0.9972 1.0107 0.9999 

累计净值（元） 1.0247 1.0155 0.9972 1.0107 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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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后两周沪深市场止跌企稳，小幅震荡，成交量略有减少。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3875.12 亿元，区间跌幅是 6.34%；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1707.22 亿元，区间跌幅是 7.33%。

涨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农林牧渔、医药生物、化工、信息设备和轻工制造；涨幅较小的几类

行业是：食品饮料、餐饮旅游、房地产、金融服务和采掘业等。     

 最近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国内外资本市场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美联储相继降息

以刺激美国经济，国内也新批了四个股票型基金的发行，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市场下

跌趋势，对投资者信心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国内外农产品和化工原材料涨价的影响，农

业板块和化工板块最近表现突出，医药板块也有不错的表现。金融地产受次贷拖累表现相对

疲软。价值投资是我们基金一贯坚持的策略，我们会尽力在市场变换中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

关注热每个阶段的热点板块，努力寻找估值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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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3.75% 4.08% -17.39% -16.18% 50.25% -14.53% 54.1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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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6.92% 4.90% -15.81% -7.65% 74.35% -10.36% 67.88%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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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 -1.57% 7.20% -15.80% -3.78% 82.82% -9.70% 56.35%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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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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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8 日－2008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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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因春节放假七天，实际交易仅3天，共成交金额为10603.68亿元，日均成交2120.74

亿元，和春节长假前的日均成交 4999.53 亿元相比，每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大幅减少，可见

春节机构持券因素释放强烈。上周公开市场操作共回笼资金 3300 亿元，中标利率水平基本

与上周发行利率持平。由于传统的春节“前紧后松”的原因，此次央行净回笼 2960 亿元的

资金，创下单周净回笼历史新高，主要也是针对目前节后宽松的资金环境。市场资金仍旧充

裕，银行间资金价格并未受巨资回笼的影响，回购利率继续平稳。预计未来可能会受到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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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中铁建的发行影响，市场短期回购利率将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上周央行公布了 1 月份金融数据，1 月末 M1 余额为 15.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72%，

M2 较上年同期增长 18.94%，增幅比上年末高 2.20 个百分点，较去年年底大幅反弹，同时

创下近 19 个月来的新高，这意味着货币供给仍然非常宽松，央行可能会加大流动性回收的

力度，不排除进一步上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性。而 1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8036 亿元，较上年

同期多增 2373 亿元，数据总体仍属正常。从相对水平来看，该信贷水平仍在可控范围内。

数据反弹尽管是由于“春节”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但央行紧缩性的调控措施仍将会继续，

来收紧流动性，压缩信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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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15% 0.14% 1.14% 2.29% 0.77% 1.50% 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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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2-15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2724  -0.1172  0.1332  -0.3408  0.3624  -1.2353  
2y 3.6166  -0.1247  0.0924  0.0180  0.0185  -1.3850  
3y 3.8554  -0.0535  0.1044  0.2150  -0.1710  -1.4504  
5y 4.1052  0.0334  0.1355  0.2670  -0.2289  -1.4095  
7y 4.1992  0.0473  0.1450  0.1014  -0.0965  -1.2752  
10y 4.3318  0.0398  0.1117  -0.0955  0.0070  -1.1544  
15y 4.5789  0.0090  -0.0009  -0.1547  -0.1030  -1.1569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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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光大保德信基金:降低收益预期 把握长期投资周期 

市场进入宽幅调整期，不少基金投资者都在犹豫要不要进行赎回，实际上，许多市场

人士在对 2008 年基金投资状况进行预测时就已提出，今年的基金投资首先需要降低收益预

期，像过去两年那样大面积翻番的格局可能很难再现；其次需要对市场可能出现的大幅震

荡有心理准备。 

对于最近购入的基金净值下跌超过成本的投资者，应该再坚持看一下，一个投资者如

果过分在意最近的业绩，你可能在最高点买入基金，也可能卖出即将走势好的基金。 投资

是有周期的。作为理性的投资者，最明智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在所有市场环境中都表现较好

的组合，这不意味着你的基金在每个季度都是表现最好的。投资者需要的是互补的基金，

并且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表现较好。 

一月份的股市震荡频率加大，已经表明 2008 年的行情将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市场是任

性的，但好的基金会坚持自己的风格。虽然有时它的风格偏离了市场的热点，表现就不太

好，但基金投资希望获得的是长期稳定的回报，例如，投资者如果选择长期持有光大保德

信基金旗下的量化核心基金，经历起伏，最终为投资者回报了优秀的业绩。所以，一旦发

掘了一只长期表现良好，又符合自己投资组合要求的基金，就不要因为一时表现欠佳而轻

易赎回。 

既然股市不再“单边走牛”，那么，投资理财往往成为困扰投资者的难题。很自然，“基

金定投”是 2008 年百姓理财的首选。 

基金定投与大家熟知的“零存整取”的银行储蓄相似，所不同的是，基金定投显然收益

更高，也更灵活。利用基金定投，即使是纯粹的“工薪族”，也可以从容地勾划自己以及家

庭成员的教育、养老、住房等中远期家庭目标。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家庭每月用 1000 元进

行零存整取，那么，按照银行现行利率计算，5 年后本息合计可得 64392 元，而用同样的

钱定投一只平均年收益稳定为 10％（10％为假设收益率，属于基金收益中相对较低水平）

的基金，则五年后可得 77171 元，多了一万多元。可见，只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基金定投

就能将复利效果发挥到极致，可使投资者获得可观的回报。 

理财专家认为，国内股市正在经历宽幅震荡调整，整笔申购基金可能面临较大的“择时

风险”，而此时，基金定投不失为“懒人”规避风险的聪明选择。目前，银行基金定投的最低

投资额度一般只需两、三百元，如光大保德信最近在中信银行等渠道网点开通的定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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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更低至 100 元。坚持基金定投数年，在原有生活水平不受较大影响的前提下，所得收

益可以作为将来大笔消费的首付之用。   

2008-2-18【上海证券报】 

 

基金鼠年第一枪：减仓 

在大雪中，基金市场告别了猪年。在阳光里，市场又迎来了鼠年。不过，在鼠年股市

第一周的交易盘面里，雪的寒意依然很浓。  

重仓股连续阴跌  

尽管鼠年的第一个交易周，A 股市场只有 3 个交易日。但这三个交易日，基本上把节

前酝酿已久的那根大阳线啃噬完毕。  

基金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力量。这从基金重仓股领跌市场就可以反映出来。节后三个交

易日，基金持有的前十大重仓股中有 8 只下跌。仅中国平安和中国石化两个股票出现上涨。 

根据去年 4 季度季报的统计，基金在上述 10 只股票上的总持仓超过 4800 亿元，估计

将占基金去年末 A 股市场上持有全部股票的近三成市值。也是同期基金重仓股的半壁江山。

上述股票普跌，且纷纷跌破指数跌幅，相当程度的反映了基金对市场的谨慎态度。  

而自 2008 年初以来，沪深两市的下跌行情基本被上述基金重仓股所轮流牵引，前有本

轮下跌的始作俑者中国平安，后有房地产股、券商股、钢铁股下跌，一路把市场带了下来。

如果说，去年下半年的行情是基金重仓股所激发，那么今年头一个半月的市场调整，也是

同样的力量在驱动。  

行业轮流下挫  

在具体行业上，A 股市场也经历了一个“轮跌”的过程。  

其中，基金押宝最厉害的行业也是市场权重最高的行业——金融保险业的持续萎靡，

成为基金整体净值表现不佳的最重要原因。同时，这也直接导致了股市反弹失败，进而下

跌。  

汇总各方渠道的信息后可以发现，自去年 12 月月中（即上证指数反弹到 5200 点位置

的时候）以来，基金就开始了非常凌厉的减仓金融股的操作。从开始担心宏观调控，至后

来回避次贷危机和港股联动效应。金融股就象一个“问题少年”一样，身旁围绕着各式麻烦

和传闻消息。同时，也激起了基金一轮又一轮的减仓。初步预计，基金在金融股上的减仓

和股市下跌合计造成的损失达 1000 亿元以上。  

除此以外，金属与非金属则成为基金另一大减仓对象，作为基金重点持有的第三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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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金属与非金属股票上的减仓，集中地体现了基金对于宏观经济走向的担心。而这种担

心最终演变成为对于和宏观经济密切的周期类行业的大幅度减仓。从目前看，包括机械仪

表设备、纺织等行业都被纳入到持续减仓队伍中，而近期，甚至煤炭和矿产为主的采掘业

也出现了类似的迹象。  

长期心态依然稳定  

从目前看，基金的总体投资心态依然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对于短期市场的应对措施不

同，手段各异，但是对于长期市场转折性的判断至今没有露面。这或许是市场在如今阶段

反复颇多的一个原因。  

而对于中短期市场，各路投资团队显然各有分歧。针对近期市场的持续下跌，国泰基

金判断市场的估值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回落，目前 2008 年的整个市场动态估值不到 25 倍，

而市场平均业绩增长的预期是 30%，市场风险释放已较为充分，开始凸现出投资价值  

而某基金公司则认为，A 股市场在内忧外患夹击下跟随外围市况剧烈波动，未来中期

趋势取决于四个因素，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国内通胀能否得到有效

抑制并实现软着陆，经济会否“滞胀”；雨雪灾害天气对上市公司盈利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资金和股票的供求关系是否发生变化。总体来说，他们认定震荡格局将继续延续。  

  鼠年之初，基金投资起来都有点“鼠胆”的味道，不知道能不能在未来发一下龙威，暂

且拭目以待。 

2008-2-18【上海证券报】 

 

基金产品“标准化”呼声渐起 

“同一基金公司旗下的股票基金产品业绩相差较大，有的很好，有的业绩一般。在买这

些公司旗下基金的时候，总有一种买彩票撞大运的感觉。”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基金

作为理财工具，基民们经常发出类似的抱怨。  

“同一基金公司同一类型的基金产品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准’，就像工厂生产的产

品一样，质量必须保持稳定。”针对投资者的抱怨，日前，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提出了这样的

设想。 

像买牛奶一样买基金  

这样的设想一经提出，就受到部分市场人士的质疑，其理由是同一公司旗下基金产品

由不同的基金经理管理，受其个人投资风格影响，业绩自然有高下之分，而且投资本身就

是一门艺术而非技术，很难做到整齐划一齐步走。另外，从海外经验来看，海外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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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也是千差万别。  

对于这些质疑，提出同一基金公司旗下同类基金业绩应保持“统一”的业内人士坚持认

为，虽然这些质疑有一定道理，但是从投资者需求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克服这些困难，

为投资者提供标准化的统一基金产品。比如说，消费者去商场买某一品牌的牛奶，他们不

会考虑这一批牛奶的含奶量更高，而下一批牛奶的水分可能会更多一些，他们只要认准同

一品牌，买到的牛奶产品区别不会太大。  

“2007 年蜂拥而至的基金投资者来不及分清基金产品的区别，也不知道同一公司内部

哪些基金经理会管得更好，我们这个行业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像牛奶那样质量稳定的产品。”

多位基金人士表示。  

实际上，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是，在苦熬了多年之后，中国基金行业已经迎来了自己

的春天。此时，很多业内人士开始关注如何使基民的热情保持下去。  

而且，投资者的这种要求实际上也非常强烈。记者浏览了多个基金论坛，也采访调查

了很多基民，他们都提出希望基金公司旗下同一类型基金产品的业绩相差不要太大，方便

其选择购买。  

基金业资深人士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还由于中国基金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我国

的基金产品分类体系沿用了美国的标准，根据投资范畴划分为股票、债券、混合、保本和

货币市场基金，在每个子类中再根据投资策略和投资目标进行细分。但是在细分环节上，

我国基金业存在很大欠缺，其中股票型基金绝大部分是没有特殊投资限制的一般性股票型

基金，产品趋同，竞争激烈，而在美国基金业占有相当市场份额的特殊投资方向基金却罕

见踪迹。  

有业内人士表示，基金公司最终还应该百花齐放，根据各类型投资者推出自己的细分

产品，但这是投资者教育基本完善后考虑的事情。  

基金投资再趋集中化  

据悉，现在业内管理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基金公司已经朝着基金产品标准化的方向努力。

他们主要依靠团队投资、集中决策的方式来消除个人在投资中的影响，力争使公司旗下基

金业绩保持稳定一致的增长。  

实际上，这种团队投资的理念在 2005 年就有基金公司提出，近两年则在投研制度等多

方面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细化。  

一个细节很能说明一些业内领先的基金公司在此方面的努力。有关人士介绍，某基金

公司对基金经理的奖金发放并不全部按照其个人业绩，大部分要根据整个公司的投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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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放，如果个人业绩上去了，但整个公司的业绩比较落后，那么这位基金经理拿到的奖

金仍然会非常少。所以在这个基金公司投研部门非常团结，如果有一只股票基金业绩落后

了，投研部门所有人都会来帮助他分析为什么会落后。  

  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基金投资人员流动频繁的情况下，基金投资团队化、集中化，

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基金经理更换给基金业绩带来的冲击。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

2007 年，基金经理变更创下了新纪录：这一年共出现 353 份基金经理变动公告，较 2006

年增加 96%；171 只基金刊登了基金经理离职的公告。而在 2008 年，基金经理变更的频率

是否会明显下降，仍然值得观察。 

                                                      2008-2-14【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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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三种信号助你巧投基 

市场走势、基金交易成本以及银行基准利率三大因素决定投资者是否买卖基金，每一

个养基族都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有效降低投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然而，夏普比率、贝

塔系数(β)之类基金测评指标对于多数中小投资者实在艰涩难懂，当按某些专家建议通过设

立止盈点操作后，又屡屡被证明错多对少，以至如何把握时机，减少盲目操作已经成为困

扰投资者的突出问题。其实，只要关注并读懂市场发出的特定信号，就可以做到“与基共舞”：  

一、通过行情性质发出的信号。一直以来，市场就存在着以基金为主导和以游资为主

导的两种行情。前者的表现特征是领涨的大部分是基金喜欢重仓持有的蓝筹股，后者则通

常是由游资偏爱的题材股表演。这两种行情又从来都是交叉进行。因而，我们应该选择在

由基金主导行情的初始阶段买入，当发现行情演变为只剩题材股唱独角戏时，应考虑赎回。  

二、通过分红公告发出的信号。通过观察净值表明基金已经获利丰厚，但大部分基金

却未发布分红公告，则证明基金经理仍然看好后市，愿意继续保持高仓位，可以实施买入；

若出现成批基金发布分红尤其是大额分红公告，则应引起警惕，很可能表明这些基金经理

已经不看好后市，有必要考虑赎回。  

三、通过网下配售新股名单发出的信号。若在新股配售名单中频频发现大批股票基金，

无疑表明这些基金经理手中虽然持有大量现金，但对后市行情如何发展并无把握，我们同

样应选择观望，保守者也可以实施部分赎回。若发现原本在新股配售名单中频频出现的股

票基金数量日趋减少，则很可能意味着这些基金经理已经开始看好二级市场的收益，应解

读为买入信号。 

 

                                                      来源：【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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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使用建设银行卡分别登录贵公司网站和建行网上银行申购基金产品费率是否相同？ 

使用建设银行卡可分别登录我公司网上交易和建行网上交易，但申购费用是不同的。 

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建设银行卡申购基金，申购费率五折优惠，为 0.75％； 

通过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我公司基金产品，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实行八折优惠

（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0.6%按 0.6%执行）；若原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0.6％，则该基金按原费

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敬请留意。 

 

2、建设银行可以进行定投吗? 定投最少要多少金额？ 

自 2008 年 2 月 4 日起，建设银行开通了我公司旗下基金：量化核心、光大货币、光大

红利、光大新增长、光大优势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因自 2007 年 11 月 24 日起，量化核心

暂停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所以是否能够办理量化核心的定期定额业务，请询建设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95533，网址 www.ccb.com。 

投资者可与建设银行约定每期固定申购金额，但每期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200 元(含

200 元)，并不设金额级差。 

 

3、什么是基金的管理费、托管费?  

基金管理费是指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所收取的报酬，通常按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

比例逐日计提，按月支付。国内的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费通常为 1.5%，货币基金的管理费约

为 0.33%左右，不同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收费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日管理费＝计算日基金资

产净值×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基金托管费是指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所收取的费用，通常按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

比例逐日计提，按月支付。国内的托管费通常为 0.25%，根据不同的基金类型也会有所不

同。日托管费＝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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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