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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303 20080304 20080305 20080306 20080307

基金净值（元） 1.3470 1.3090 1.2987 1.3185 1.2932 

累计净值（元） 3.2907 3.2527 3.2424 3.2622 3.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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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2 20080303 20080304 20080305 20080306 20080307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3449 0.6714 0.6130 0.6386 0.6295 0.6781 

7 日年化收益率 (%) 3.6470 3.2520 2.8490 2.2230 2.1860 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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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3 20080304 20080305 20080306 20080307 

基金净值（元） 3.9538 3.8579 3.8302 3.8623 3.8061 

累计净值（元） 4.0938 3.9979 3.9702 4.0023 3.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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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3 20080304 20080305 20080306 20080307

基金净值（元） 1.5826 1.5527 1.5324 1.5515 1.5317 

累计净值（元） 2.8626 2.8327 2.8124 2.8315 2.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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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3 20080304 20080305 20080306 20080307 

基金净值（元） 0.9834 0.9612 0.9525 0.9620 0.9498 

累计净值（元） 0.9834 0.9612 0.9525 0.9620 0.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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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市场以震荡盘整为主，成交量有较大增加。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6742.21 亿元，

区间跌幅是 0.67%；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3308.05 亿元，区间涨幅是 1.42%。涨幅居前的几

类行业是轻工制造、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有色金属和农林牧渔；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

黑色金属、金融服务、家用电器、采掘业和化工等。 

上周大盘权重股如金融、钢铁等板块表现疲软，对大盘上涨造成一定压力。心理层面而

言，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周边市场再度走低，欧美、亚太股市的金融股仍有继续调整的

趋势；资金面而言，由于行情低迷，投资者预期较为谨慎，成交量难以放大，新基金发行反

应一般，而大小非解禁压力较大。但是，从基本面来看，首先，国家在两会期间提出今年要

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其中重点是要稳定健康发展多层次的资本

市场，这是未来资本市场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其次，上市公司 07 年业绩也有不错表现，

08 年也有稳定增长预期，整个宏观经济仍会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我们会坚持实行稳健的

投资策略，长期看好有价值的公司和股票，在震荡的行情中力争获取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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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1.10% -1.60% -7.95% -15.54% 48.47% -18.27% 48.51%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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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6.92% -2.13% -7.73% -10.85% 72.21% -14.71% 61.85%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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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3.86% -5.12% -7.23% -10.50% 71.04% -14.89% 49.91%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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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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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2008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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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市场由于前期涨幅较大，短期具有一定的调整压力，而且在不确定的宏观经济数据

预期下，银行间市场成交量有所减少，全周日均成交量 4199.06 亿元，与前周相比减少了

2.25%，短期品种方面，短期融资券再次受到市场青睐，一、二级市场间利差加剧。中债收

益率曲呈现抬升迹象。而资金市场也在充裕的资金推动下，回购利率大幅走低。全周质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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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2126%，较前周的 2.9069%下跌了 0.6943 个百分点，在目前暂无大

盘新股发行的情况下，市场资金较充裕，回购利率呈现回落走势，预计本周仍将维持这种走

势。 

    公开市场操作，央行上周净回笼资金 2260 亿元，各期限央票利率与前期持平；周四发

行三年期央票 1000 亿元，成为去年 10 月以来的 高发行纪录。央行此次继续大规模净回

笼资金，绝不只是为了简单地进行数量化对冲；目前货币投放和信贷增速超预期，两会再次

强调坚决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方针，另外 3 月到期央票和回购量较大，市场资金较为宽裕，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明显加大了资金回笼力度，以贯彻两会方针，确保基础货币平稳增长。

此外，三年期央票作为准备金调整的一种替代调控工具，对贷款也有一定的抑制和替代作用，

加大其发行量，将起回收流动性和抑制信贷的双重功效。 

    基本面上，今年 2 月份南方"雪灾"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因素将进一步释放，导致当月 CPI

很可能再创新高。总体而言，目前债市资金面仍然宽裕，短时间内债市仍将以整理行情为主。

从长期来看，债市的走势将受到诸多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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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0.04% 0.02% 0.02% 2.00% 0.47% 1.38% 89.57%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8 年 3 月 7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3-7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0902  0.1929  0.2917  0.0650  0.4423  -1.0142  
2y 3.4364  0.1128  0.1937  0.0555  0.2556  -1.2075  
3y 3.6936  0.0591  0.1202  0.1083  0.1388  -1.3051  
5y 4.0097  0.0099  0.0301  0.1289  0.0559  -1.3023  
7y 4.1763  0.0026  -0.0109  0.0702  0.0749  -1.1831  
10y 4.3681  0.0010  -0.0345  0.0035  0.1047  -1.0673  
15y 4.6019  -0.0031  -0.0184  -0.0140  0.1173  -1.056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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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光大保德信袁宏隆:外部困扰之下仍有投资机会 

 
今年以来，光大保德信基金旗下的红利基金、新增长基金表现突出，双双居于同类基

金的第一阵营。光大保德信投资总监袁宏隆表示，虽然当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但在能源、

银行、地产等行业还是凸显了一些投资机会。 

袁宏隆认为，从全球局势而言，目前正困扰 A 股市场的有两大因素：一是次贷问题引

发的银行业危机会否导致美国以及全球经济衰退；二是为抑制通胀实行紧缩政策会否导致

中国经济硬着陆。从春节前后的雪灾情况来看，虽然雪灾会导致部分行业 1 月份与一季度

的数据比较难看，但更凸显部分产品供给不足的窘境，预计灾后建设力度将加强并 终反

映在经济数据上。 

袁宏隆认为，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国内乃至全球 2008 年投资的一条主线，就是

全球石油、天然气高价背景下的能源替代和石化产品替代。能源和石化产品的替代引发了

中国这样一个煤炭大国、农业大国众多的投资机会，煤炭采掘、化工、农产品、新能源甚

至铁路、远洋运输在这一背景下都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此外，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从

未成为我国出口的绊脚石，反而对降低成本有一定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外围资金的

流入。因而国内银行和地产在经历前期大幅调整后也逐步具备了投资价值。   

2008-3-6【中国证券报】 

 

光大保德信：估值重心下移迎接奥运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经理钱钧近期公开表示：“2008 年市场的运行格局，可能是在

一个区间内伴随较大的震荡，奥运会前后的市场表现虽然值得投资者警惕，但成为分水岭

的可能性并不大。2008 年的投资策略宜关注行业长远的发展，以行业和个股的配置应对市

场波动。” 

钱钧管理的光大保德信新增长基金去年收益率高达 145.42％，和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

基金和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共同跻身于股票型基金第一梯队之中。对于今年以来的大幅震

荡行情，钱钧认为，国内经济连续多年高速成长的基本面因素，经过去年市场单边上扬后

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无论是从资源、环境、人口、劳动力等各个方面来看，未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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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高速增长的持续性受到挑战。 

钱钧认为，奥运会对市场的影响仅是刺激性因素，不具备持续性，奥运也不是市场走

势的分水岭，并非奥运会前就一定涨，奥运会后就一定跌。 “奥运前出于对美国经济的担

忧，投资者部分热情被压抑了，今年以来的大幅震荡，是市场各方对未来看法分歧的综合

反应。而奥运后随着美国大选结果的水落石出，次贷危机将得到逐步改善，市场将转为乐

观。目前，市场估值重心的整体下移可能正好构成基金迎接奥运的一个良好契机。” 

就具体行业，钱钧较为看好化工、医药、钢铁、传媒和海运。钱钧认为，原油价格长

期处于高位背景下，以石油、石化产品为主的行业格局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能源替代将更

受关注，化工行业因而具有很大机会，用煤炭作为石油替代品从性价比而言具有很大优势。

医药也是钱钧极为看好的行业，他认为，2008 年出台的新医疗改革，将对医药行业产生深

远影响，医药市场具备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值得深入挖掘。 

针对市场近期大幅抛售的金融和钢铁板块，钱钧认为，伴随着估值重心的下移，金融、

钢铁等行业正在迎来投资的良机。 

                                                           2008-3-11【证券时报】 

 

"金""钢"再见还是再现？基金经理心态谨慎乐观 

 

继金融股近期因“再融资门”而陷入“泥沼”后，作为目前 A 股市场上权重 大的板块之

一，钢铁板块上周也一度出现普跌格局，宝钢股份（600019.SH）、武钢股份（600005.SH）、

鞍钢股份（000898.SZ）等钢铁类大市值品种在上周二忽然破位下跌，同日，上证指数也出

现了超过 2%的跌幅。钢铁股会否步金融股后尘？这种疑问开始笼罩在 A 股市场的上空。 

板块轮动所致？ 

上海地区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钢铁股盘中出现如

此巨大的波动，他个人估计与其间某著名机构发表看淡钢铁行业的报告有关。不过，这位

人士坚定表示，由于今年行情特点在于波段操作和风格轮动，因此，当钢铁股股价回落至

合理水平时，估计多数机构投资者仍将采取买入策略。 

对于上周钢铁股的异常变化，某基金公司负责运作基金的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认为，

今年机构投资者普遍采取波段操作的方式，因此，个股以及板块高度有限。但这位基金经

理也表示，在个股和板块以及大盘出现下跌时，“应该勇于买入”。 

某证券公司的投资策略研究员则提醒，目前市场上中、小盘股的风格表现已经超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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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目前市场已经处于风格转化的敏感时期。从年报实际公布情况看，中、小盘股存在

业绩低于预期的风险，而大盘股往往会高于预期。因此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二线蓝筹

股，对部分估值具备吸引力的大盘股可以考虑逐渐逢低吸纳。事实上，随着金融股板块的

价格不断下行，部分机构也开始调低了对该板块的预期。一基金经理称，由于金融股之中

的银行股公司成长性较为确定，在目前价格水平上，今年股价上涨两成，这并不是不可能

的。“越跌越买入是我近期对该板块的主要策略”。这位人士如此表示。 

也有基金经理认为，就操作层面看，在具体的板块中仍有机会可供发掘，比如金融行

业的后市走向可能相对比较乐观。 

机构谨慎乐观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多数基金经理的结果看，在大势未明的背景下，基金经理

们的心态还是异常谨慎的。 

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的基金经理许春茂认为，在目前市场情况下，行业之间的均衡仓

位更利于分散投资风险。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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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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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盈利状况和流动性情况。 

对于钢铁行业来说，目前不少机构进行了重点研究。但就目前多数观点看，多数机构

仍然对钢铁行业的景气度持乐观态度。东方证券认为，由于受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影响，

国内钢材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并推动钢材价格加速上扬。由于后期成本仍居高不下，同时

国内钢铁需求正逐步释放，预计后期钢材价格仍面临一定上涨压力。根据国金证券分析师

周涛的分析，近来钢铁股的下跌既有市场方面的因素，也有行业方面的担忧。“库存和消费

是大家尤为担心的问题。”这位分析师表示，如果以年度为单位看，今年钢铁行业利润增速

介于 20%~30%之间，依然处于较高的位置；预计未来还会向上提高销售利润率；今年 4~6

月钢价高位运行的可能性较大，下半年会出现阶段性回落。综合分析，钢铁行业“2008 上

半年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所以继续维持对钢铁行业‘增持’建议”。 

德邦证券的研究报告则认为“高成本成钢铁行业‘双刃剑’”。该机构的判断是，今年钢价

主要压力来自于成本的上升；对短期钢价的判断是，钢价的涨速将放缓以等待下游需求

等因素明朗化。由于钢铁行业正处于“长期逐步累积改善”的进程之中，而 2007 年下半年以

来的成本推升将加速该进程，因此“看好钢铁业长期景气”。 不过，该机构提醒，“成本的持

续走高”亦逐步积累系统性经营风险，一旦趋势逆转，大钢厂竞争优势亦可能逆转。 

          2008-3-10【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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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今年不能盲目买基金 选择策略大不同需更加理性 

 

去年初“闭着眼睛”买的基金都能赚钱，然而今年 A 股市场巨幅震荡，再大胆的人都不

敢“闭着眼睛”投资了。今年选择基金的策略与去年大有不同，需要大家更加理性，精挑细

选。 

一、选择股票换手率中等的基金。 

基金持仓的股票换手率与其业绩不存在线性关系，应回避过高换手的基金，但也不能

死守长期持股不动的品种，而更多表现为中等换手率的基金表现较好。 

二、选择综合实力强的基金公司。 

看一只基金是否具有长跑能力，一是考察过往的业绩，二是考察基金管理人的综合实

力。基金管理人应有一定年限的投资管理经验，有丰富的产品结构和强大的创新能力，投

研团队强大且稳定，基金经理不频繁更换。此外建议关注旗下基金业绩表现不存在较大差

异的基金公司。 

三、在组合中强调基金的配置。 

任何一类资产都不会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上持续优于其他资产。购买平衡型基金的投

资者，必然不会要求像股票型基金那样，追求在 2006 年和 2007 年牛市中的高回报，而会

更多地考虑作为资产组合中的一类配置。相对于择时，配置更能有效地解决风险管理问题。

一些混合型基金，其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较低，在市场环境的演变下更能凸显其优势，在

震荡市场这种资产组合方式往往也是普遍的风险规避手段。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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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申购光大红利费率是否有优惠？如何优惠？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的非现场

网上交易平台申购光大红利,申购费率实行 0.6％的优惠费率； 

通过兴业银行的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光大红利,申购费率执行 0.6%的优

惠费率； 

通过交通银行的网上银行申购光大红利,申购费率执行 0.6%的优惠费率； 

通过中国光大银行的网上银行申购光大红利,申购费率按 6 折优惠，申购金额 50 万元

（含 50 万元）到 500 万元，申购费率执行 0.6%的优惠费率； 

通过建设银行的网上银行申购光大红利,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 

通过邮政储蓄的网上银行申购光大红利,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 

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光大红利，使用兴业银行卡的申购费率按 0.6%，而使用

建行卡的申购费率按 0.75%。 

详情请咨询各代销机构或我司客服 400-820-2888。 

 

2、什么是货币市场基金？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现金、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剩余期限

在 397 天（含）以内的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一年以内（含

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及中国证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同时，货币市场基金不得投资于股票、可转债券、剩余期限超过 397 天的债券、信用等级在

AAA 级以下的企业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禁止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3、什么是基金转托管？ 

投资者在变更办理基金申购与赎回等业务的销售机构（网点）时，销售机构（网点）

之间不能通存通兑的，可办理已持有基金份额的转托管。办理人在原销售机构（网点）办

理转托管转出手续后，可到其新选择的销售机构（网点）办理转托管转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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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