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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218 20080219 20080220 20080221 20080222

基金净值（元） 1.4025 1.4329 1.3907 1.3820 1.3323 

累计净值（元） 3.3462 3.3766 3.3344 3.3257 3.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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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17 20080218 20080219 20080220 20080221 20080222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6339 0.7525 0.6976 0.7293 0.7174 1.1778 

7 日年化收益率 (%) 3.0890 3.0330 2.9470 2.8850 2.8260 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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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18 20080219 20080220 20080221 20080222 

基金净值（元） 4.0587 4.1159 4.0276 3.9980 3.8773 

累计净值（元） 4.1987 4.2559 4.1676 4.1380 4.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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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18 20080219 20080220 20080221 20080222

基金净值（元） 1.6184 1.6481 1.6185 1.6061 1.5536 

累计净值（元） 2.8984 2.9281 2.8985 2.8861 2.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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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18 20080219 20080220 20080221 20080222 

基金净值（元） 1.0183 1.0372 1.0148 1.0086 0.9760 

累计净值（元） 1.0183 1.0372 1.0148 1.0086 0.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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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沪深市场先扬后抑，成交量较节前有所增加。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5197.42 亿元，

区间跌幅是 1.45%；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2626.67 亿元，区间涨幅是 0.72%。涨幅居前的几

类行业是农林牧渔、商业贸易、有色金属、纺织服装和电子元器件；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

机械设备、交通运输、餐饮旅游、房地产和金融服务等。       

上周继续受国际农产品涨价的影响，农业板块仍然表现突出，有色板块也出现较大的反

弹；而金融和地产板块则延续前期调整行情，美国次贷危机仍然对投资者信心造成一定的影

响。上周大盘资金面和心理面压力都较大，CPI 数据较高导致国家宏观调控紧缩预期不会减

弱，平安及其他数家上市公司融资预案的出台以及银行限售股的流通对市场资金和股价都造

成较大的压力。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展态势良好，上市公司披露的 07 年业绩也有稳定

增长，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措施（如新批基金发行和基金公司专户理财等）来引导国内资本市

场良性化和理性化发展。在目前变化较大的市场环境下，我们会积极关注抗跌性较强的板块

和估值偏低的行业，坚持价值投资，在追求稳定收益的同时，把握好市场热点，力争为投资

者取得更高的超额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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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2.68% -6.46% -4.16% -12.32% 45.75% -16.94% 50.52%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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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6.92% -5.72% -1.69% -4.01% 69.16% -12.85% 64.43%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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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0.28% -2.22% 2.46% -0.34% 79.48% -10.30% 55.61%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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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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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2008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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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成交量大幅放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新股发行期间，质押式回购成交量比

前周大幅增加了 180.65%。受大盘股发行影响，上周质押式回购的加权平均利率为

3.1150%，跨此期间的七天期回购利率大幅上扬，但市场流动性仍十分充裕，此次大盘新股

发行将对资金面影响较为短暂，且影响效果有限。 

公开市场方面，央行共回笼了 270 亿资金，比前周减少了 1160 亿元，但仍然延续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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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之后加大回收流动性力度的态势。特别是与节前相比 3 年期央票的发行量明显增加，表

明央行旨在冻结长期资金。而央行的回购操作的利率水平也基本维持此前中标水平，央票利

率也持续平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央行再度加息的预期。 

一级市场上，上周招标的 7 年期和 10 年期国开债发行利率分别为 4.83%和 4.95%，处

于市场预期的下端，5 年期农发债受此影响利率为 4.75％，基本符合预期。而国债市场较

年前相比平稳运行，但受国开行即将转型为商业银行的消息影响，国债和金融债的利差有所

放大。而短期融资券仍然是主要的交易品种，AA 级品种一、二级市场的利差已扩大至

40-50BP。 

基本面方面，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1 月份 PPI 同比上涨 6.1%，CPI

同比上涨 7.1%，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由于雪灾和春节等因素的影响，涨幅最大的仍然是

食品类价格。预计雪灾对物价的影响在 2 月份将更加突出，2 月份的 CPI 持续走高的可能

性很大。受 CPI 持续高位和市场充裕流动性的双重影响，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可

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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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0.32% 0.00% 1.03% 2.09% 0.54% 1.36% 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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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2-22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3819  -0.0558  -0.2267  0.0835  0.4013  -1.2869  
2y 3.6301  -0.0149  -0.1382  0.2511  0.4380  -1.3719  
3y 3.8138  0.0122  -0.0119  0.2747  0.4290  -1.4014  
5y 4.0398  0.0363  0.0988  0.2426  0.3193  -1.3491  
7y 4.1654  0.0377  0.0811  0.1849  0.1631  -1.2417  
10y 4.3336  0.0317  0.0380  0.0995  -0.0132  -1.1509  
15y 4.5835  0.0177  0.0044  0.0063  -0.1185  -1.158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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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光大保德信基金: 2008 年投资 构建进可攻退可守的基金投资组合 

 
对于 2008 年的股市，大多数机构认为，单边上涨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震荡调整将

主导未来牛市的基调，因此在这样一个震荡市场中，谨慎的投资态度更需要提倡，积蓄能

量，保持进可攻、退可守的投资组合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 

来看看理财专家给出的 2008 年投资建议，如果股市走势向好，继续持有股票型开放式

基金。2007 年虽然市场震荡调整频繁，但持有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的投资者仍获得了较为

稳定的收益。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 2007 年实现了 174％的收益，根据晨星排名，在所有股

票型开放式基金中排名第四。对于不少习惯中长线投资的投资者来说，投资基金可以节省

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 

而且，2008 年的股市是一个震荡调整而向上的走势，选择风格不同的基金构建组合，

能够获得稳定可靠的回报。对于基金投资组合而言，选择相关性小，甚至是负相关的基金

进行组合投资会降低整个组合的风险。尤其对于偏好股票型基金的投资者来说，由于每只

基金的投资策略各不相同，在持续的热点轮换中，基金也会有不同表现，在它们之间调整

组合比例，能获取较为稳定的收益。如果投资人觉得不断调整资产配置、每年重新规划股

债比例并进行相应的买卖麻烦的话，可选择基金转换业务，在同一公司旗下转换基金品种，

一来手续费可能会有优惠，二来也可以抓住投资理财的机会。 

根据众多基金公司和券商及其研究机构公布的研究结果，对 2008 年整年股市的普遍预

测是牛市的格局，是慢牛的走势，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上市公司的业绩

快速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注入越来越多；二是支撑股市的资金来源充足。唯一不利的因

素是担心股市的估值会不会过高。不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体业绩的不断提升，其会

步步推高股市整体的估值水平。   

2008-2-21【东方早报】 

 

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许春茂:胆大心细骑白马 

 

2007 年，光大保德信红利首次跻身金牛基金之列，以 175.49％的收益率位列股票型基

金收益率前三甲。今年以来，光大保德信红利继续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日前，光大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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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红利基金以及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正在交行、建行开展持续营销，基金经理许春茂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研判、勤奋调研以及均衡配置是他的三大“秘密武器”。 

统计显示，自许春茂 2006 年 6 月接手管理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以来，该基金业绩一直

表现良好。根据晨星股票型基金的排名，截至 2008 年 2 月 15 日，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今

年以来的排名位居股票型基金的第六位，最近一年的排名位居第五位。难能可贵的是，这

只基金期间虽经历了规模从 3 亿元到 70 亿元的迅速扩容，遭遇了繁复无常的热点切换和剧

烈震荡，业绩却始终名列前茅，稳定性也明显高人一筹。许春茂表示，他比较倾向于投资

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增长潜力的所谓“白马”公司，而挖掘“白马”的秘诀就是比别人

更勤奋。光是上市公司的调研记录，许春茂 2007 年就写了足足 11 本笔记本。在他看来，

未来成长预期明确的“白马”是最理想的投资对象，而勤奋则是挖掘“白马”的基石。 

由于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 2007 年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十大重仓换仓率较高，但

许春茂自认为“长跑型”选手。“一般而言，我判断一家公司的成长以 5 年为一界限，因而

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票。基金规模一旦稳定，我的换手率肯定会低于市场平均水平”。除了

较低的换手率，许春茂构建组合的另一大特点是均衡行业配置。即使是重点行业，一般情

况下也不会过重配置。按照彼得林奇的说法，“不会让一个短期表现最夺目的行业影响到对

其他潜力板块的跟踪和关注”。在许春茂看来，行业之间的均衡仓位更利于分散投资风险，

同时基金组合一直以来较低的市盈率，以及阶段性的行业结构调整使得基金在每次市场的

波动中都保持较少的净值损失。在去年以来这轮调整行情中，由于采取相对均衡的行业配

置，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依然取得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好成绩。 

  在看好市场趋势的基础上，许春茂敢于重仓持有。“胆大而心细”，或许是对其风格最

好的概括。“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 2007 年才是牛市真正的起点，而且坚决作多，未有动

摇，这也许是 2007 年取得良好成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于 2008 年的投资环境，许春

茂表示出谨慎的乐观，美国经济放缓会间接影响我国出口，次级债等问题对全球经济的消

极影响短期不会消除，但我国宏观经济预计仍会良好增长，GDP 预计可达 10.8%的水平，

中国经济机体已经大大增强，企业盈利有望继续保持教高增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未来

较多的资产注入、央企整合、整体上市等并购性机会，市场的估值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

根据 2007 年底 4800 点左右沪深 300 指数 25 倍动态 PE 的估值水平看，2008 年市场至少可

以实现 35 倍的动态 PE 估值水平，而更高的估值水准将视乎企业盈利状况和流动性情况。

许春茂表示，总体来说，中国股市的收益率将趋于理性，2006 年、2007 年以来的暴利时代

可能就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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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5【上海证券报】 

 

专业基金销售机构审批重启在即 

 

停滞已久的专业基金销售机构审批工作有望在年内重新启动。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

目前多家公司正在积极申请基金代销机构“牌照”，而相关的审批工作也将重启。业内人士

预计，随着新资格的获批，一直处于“真空地带”的专业基金销售机构将获得大发展。  

专业销售机构仅一家  

目前，我国基金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在银行、证券公司以及邮政储蓄机构的代销，以

及基金公司的直销。这与国外市场中基金销售大多是由专业机构完成的情况相距甚远。而

国内市场上，拥有基金销售资格的专业机构只有天相投资一家。  

所谓专业基金销售机构，是指以基金代销为主要业务的独立的金融销售机构。专业基

金销售机构拥有的第三方角色，可以使其将各种不同类型基金公司管理的不同风格的基金

产品统统纳入到统一的销售平台上来 。  

业内人士指出，之所以国外市场青睐专业基金销售机构这一模式，一方面是由于它可

以为投资者提供客观公正的专业咨询服务，帮助投资者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它可以降低

基金公司，特别是小基金公司的销售成本，提高效率。  

重新放行条件成熟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

询机构、专业基金销售机构以及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基金代销业

务资格。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重新放行专业基金销售机构资格，促进专业基金销售行业的发

展，条件已经成熟。一是基金销售法规框架已基本搭建完成。《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信息

管理平台技术指引》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内部控制指导意见》的颁布实施，明确制

定了基金销售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为专业基金销售机构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是随着全民理财时代的到来，以及可以预见的基金投资热潮，为专业基金销售机构

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相比前几年的冷清，去年的基金销售火爆局面，使得作为

主要代销渠道的银行赚得盆满钵满，巨大的利润蛋糕使专业基金销售机构生存有了可能。

同时，种类繁多的基金产品以及大量入市的新基民，使得对于能够提供咨询服务的专业基

金销售机构的需求日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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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降低销售成本  

  以银行为主要代销渠道的基金销售模式，使得基金公司，特别是小基金公司的销售成

本居高不下，阻碍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同时，这些渠道在特殊时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如银监会为保证奥运服务昨日就下发通知，建议“各行在奥运会期间最好不要承接基金的

代理发行业务”，从而可能给基金销售，甚至是基金行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008-2-20【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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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如何度过基金亏损期?五个方面值得考虑 

 

基金作为一种专家理财产品，因为证券市场的涨跌变化，总会存在基金净值的波动。

但这种波动并非是永远向上，总会存在一定的下跌情形。这样，就会造成投资者的亏损，

这种亏损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并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情绪。作为投资者来讲，在具体的

基金投资过程中，究竟该做何应对呢？以下五个方面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基金暂时的亏损并不代表未来的增值能力受限。近期以来，伴随着全球股市的

调整，特别是美国次级债影响，使国内股市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无论是投资于国内

的 A 股基金，还是投资于国际的 QDII 基金，可以说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暂时亏损。但这

种亏损是因为短期的市场环境所引起的。只要经济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业绩得到持续增长，

人民币升值的脚步不止，基金的未来成长性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因此，在出现短期的基金

亏损时，投资者将投资眼光放远一点，正确面对基金未来的成长性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并非所有的基金产品都会存在亏损。2007 年四季度，特别是 2008 年的 1 月下

旬及 2 月上旬，基金净值受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股票型基金，而对债券型基金影响较小，对

货币市场基金而言，可以说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正因为此，才为投资者进行基金品种的

转换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因此，无论在任何一种市场环境下，总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盈利或

者亏损的基金产品，需要投资者抓住不同市场下基金产品的此消彼长的市场运行特征，把

握了不同基金产品的投资运作特点，从而做到合理的调整和配置。 

第三，修正投资预期以平稳度过基金净值波动期。尽管基金净值出现了暂时的下跌，

但只要没有跌破投资者设定的盈利区间，保本底线，或者说是止损点，投资者做些预期调

整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调整预期不仅是心理上的，更是操作行动上的。也就是当投资者前

期累积利润较多时，面对市场的持续震荡下跌行情，可以进行适度的赎回基金份额方式，

而寻找市场企稳后的投资机会。因此，积极主动的调整基金仓位，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

解投资者在基金投资中的挫败感，从而增强其投资信心。 

第四，了解基金的持仓结构，把握其投资风格轮动机会，正确看待基金配置资产的市

场表现。短期的市场变化引起的基金净值下跌，一定程度上与投资者选择基金产品有关。

可以说配置有不同行业股票的基金，总会因为板块轮动和热点转换而造成基金净值的变动。

因此，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淡化对基金净值的关注，做到从容投资，而不必在基金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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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频繁调仓操作。 

第五，谨慎进行基金产品的补仓。静观市场变化而不盲目采取投资行动，是基金投资

的一种重要投资决策方法，需要投资者在度过基金亏损期时加以运用。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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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通过兴业银行申购贵公司的基金产品是否有费率优惠？如何优惠？ 

凡通过兴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申购我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均享

受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费率优惠为：凡通过兴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申购我司旗下股票

型基金，申购费率高于 0.6%的，统一适用 0.6%的申购费率。申购费率如低于 0.6%，维持

原有费率，并需退回柜面办理。 

 

2、贵公司旗下的量化核心现在可以申购吗？ 

为保证量化核心基金的有效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光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有

关规定，我公司决定自 2007 年 11 月 24 日起暂停量化核心的申购和基金转换转入业务（保

留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暂停量化核心申购和基金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和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正常办理（是否能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情请咨询量化核心的各销售渠道）。 

量化核心恢复办理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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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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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