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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310 20080311 20080312 20080313 20080314

基金净值（元） 1.2393 1.2377 1.2038 1.1899 1.1702 

累计净值（元） 3.1830 3.1814 3.1475 3.1336 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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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9 20080310 20080311 20080312 20080313 20080314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3725 0.6803 0.6669 0.6736 0.6000 0.7019 

7 日年化收益率 (%) 2.4290 2.4340 2.4630 2.4810 2.4660 2.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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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10 20080311 20080312 20080313 20080314 

基金净值（元） 3.6566 3.6618 3.5556 3.4777 3.4347 

累计净值（元） 3.7966 3.8018 3.6956 3.6177 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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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10 20080311 20080312 20080313 20080314

基金净值（元） 1.4712 1.4717 1.4314 1.3985 1.3822 

累计净值（元） 2.7512 2.7517 2.7114 2.6785 2.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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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10 20080311 20080312 20080313 20080314 

基金净值（元） 0.9142 0.9139 0.8914 0.8730 0.8618 

累计净值（元） 0.9142 0.9139 0.8914 0.8730 0.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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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市场继续盘整下跌，成交量也有所萎缩。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4251.51 亿元，

区间跌幅是 9.52%；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1876.9 亿元，区间跌幅是 9.63%。跌幅较小的几类

行业是采掘业、电子元器件、食品饮料、信息设备和纺织服装；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黑

色金属、商业贸易、有色金属、交运设备、交通运输等。       

 上周大盘各个板块表现都相对疲软，大盘蓝筹权重股继续调整，小盘股下调相对较小。

纵使欧美国家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由于市场普遍担忧美国

次贷余波未了，美元加速贬值，国际油价持续高涨，美国经济衰退等因素会给中国经济带来

较大冲击和影响，投资者一直保持谨慎的投资态度；此外，国内 CPI 数据较高，通货膨胀

危险预期进一步加强，导致市场担忧国家会加大宏观紧缩调控政策的力度，上周两市整体表

现都不如人意。但是我们仍然对中国 08 年的总体经济发展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同时也看好

优质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市场调整更加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完善，无论市场如何

变化，我们仍然以价值投资为主线，积极适应市场的变化，从中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争取

给我们的投资者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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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 -7.86% -8.87% -12.95% -20.87% 36.35% -24.69% 38.80%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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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6.92% -11.28% -15.55% -18.06% 55.69% -23.23% 50.01%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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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10.68% -14.13% -16.49% -18.54% 54.71% -23.98% 38.63%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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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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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 日－2008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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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日均成交 4477.30 亿元，成交量与前周相比增加了

6.63%。市场资金央行持续净回笼，回购利率略升，由于后期没有新股发行，市场资金较充

裕，利率总体仍将保持低水平，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1908%。央行在上周的公开

市场继续加大资金回笼力度，考虑到 3 月到期央票和回购量较大，而近期内无新股发行，

因此央行继续在从紧货币政策的基调下大力回收市场流动性，全周净回笼资金 2210 亿元，

各期央票利率与前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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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级市场方面，国开行发行了 7 年期定存浮息金融债，中标利差 65 个基点，处在

市场预期范围的下限，显示出在加息预期下，此种定存为基准债券市场需求较好，除此以外，

二级市场收益率维持稳定。在成交品种主要期限方面，上周 2-3 年品种较受市场欢迎，反映

出市场机构在加息预期下，短期采取了缩短久期的方法来规避风险，市场收益率曲线中短期

略微上移，中长期变化不明显，整体变化不大。 

基本面上，国家统计局公布 2 月份数据，2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8.7%，创出近 12 年来

的新高；PPI 同比上涨 6.6%，创出 3 年来的新高。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除了

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春节因素相互叠加的影响，同时也是受国际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

的影响。尽管目前资金面仍较为宽松，但持续攀高的 CPI 涨幅引发的加息预期仍笼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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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11% 0.07% -0.04% 2.18% 0.58% 1.49% 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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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3-14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1998  -0.1096  0.0833  0.0492  0.2574  -1.1024  
2y 3.5090  -0.0726  0.0402  0.0981  0.1586  -1.2513  
3y 3.7281  -0.0345  0.0246  0.1263  0.1147  -1.3114  
5y 3.9716  0.0381  0.0480  0.1383  0.1374  -1.2527  
7y 4.0819  0.0944  0.0970  0.1200  0.2168  -1.1016  
10y 4.2388  0.1293  0.1303  0.0926  0.2726  -0.9756  
15y 4.5134  0.0885  0.0854  0.0647  0.2156  -1.013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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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光大保德信基金：适度降低风险资产配置 

一季度市场波动频繁，投资者在进行资产配置时需要更加谨慎。毫无疑问，2008 年投

资者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增大，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股市产生波动，对此我们要降低风险资

产的配置，适度投资债券型基金，另外，用基金定投的方式来投资基金，基金定投是规避

当前风险的最佳手段，可以为自己求得个合理价格以等待股市机会的重新来临。  

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优质基金的活动。例如，光大保德信基金旗下的量化核心基金虽

然暂停申购，但可以以定投的方式申购，另外，表现一向稳健的光大新增长基金和光大红

利基金正在建行、交行持续营销中。 

银行理财专家指出，不同类型的基金，其投资范围、风险状况和预期收益水平都是不

一样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资金的投资目标（主要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来选择基金

类型。如果是希望追求长期稳定的回报，那么不妨选择风险较低，收益稳定的平衡型基金；

如果投资者对风险承受能力较高，希望获得较高的短期（这里的短期是指一年以上、五年

以内）收益，那么可以选择成长型基金。 

因此，在波动的市场中，关键一点就是投资者一定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要从自己

的年龄、收入和所能承担的风险和期待的收益等方面出发，权衡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首先，要注意分散投资。要在银行、保险、股市中合理配置资产，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中。 

其次，要注重产品选择与风险承受能力和理财目标相匹配。对于年轻人而言，如经济

能力尚可，家庭负担较轻，可选择股票型基金；对于中年人，收入比较稳定，但家庭责任

比较重，投资时应该在考虑投资回报率的同时坚持稳健的原则，分散风险，尝试多种基金

组合；对于老年人而言，应以稳健、安全、保值为目的，可选择货币型和债券型基金这些

安全性较高的产品。同时，要注意长期目标对应长期工具，如以养老为目的，应选择指数

型基金。 

2008-3-13【东方早报】 

 

新基金频发力撑市场信心 扮演证监会"救市"主要角色  

近期市场跌跌不休，作为市场为数不多的“做多”机构之一，基金几乎扮演了近期证

监会“救市”的主要角色。 



 

 

7

首先，新基金密集放行。上周五证监会再开审批闸门，3 家基金公司各有一只偏股型

新基金被放行，这是 2 月 15 日以来连续第六周放行新基金。至此，今年获批放行的新基金

总数已经超过 21 只，有望为市场输血超过 1500 亿元。不可否认，新基金的连续放行，为

新资金入市提供了通道，而这也是证监会目前最为明确的救市举措。 

其次，QFII 审批闸门打开。同在上周五，中国证监会批准哥伦比亚大学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格，这是自 2006 年 10 月 25 日以后监管部门所批的第一只 QFII，尽管没有公布

具体额度，但这肯定会为国内资本市场引入境外资金。 

再次，传闻基金“窗口指导”重出江湖。同样是在上周五，有媒体表示，多家大型基

金公司目前已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要求将旗下股票型基金仓位保持在 70%以上，而另有

版本称资产规模排名前 10 位的基金公司均被要求仓位不得低于 70%。尽管该消息目前尚未

被证实，但相信这对于市场也会起到稳定作用，将遏制部分机构的恶意砸盘行为。 

最后，新基金进入建仓期。根据之前的发行计划，春节前获批的某基金，尽管募集份

额未能达到 60 亿元的上限，但是，从 3 月 12 日开始已经进入建仓期。此外，同时获批的

另外一只股票基金，也拟于今天完成募资计划，并进入投资运作阶段，目前其募资规模约

在 60 亿元。 

相信上述资金的入市，会对大盘的趋稳起到积极作用。   

                                                           2008-3-18【新闻晨报】 

 

基金未现赎回潮 基金经理称现在不宜赎回基金  

近期以来，随着股市的持续调整，基金的业绩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基金净值不断缩

水；原本较为坚定的基民们，信心也开始动摇，有赎回想法的人不断增多。 

然而，对于目前的状况，部分基金经理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必要再恐慌，目前

考虑赎回基金是不合适的！ 

从去年 6100 点高峰时期算起，短短 6 个月时间，上证指数跌到了 3800 点附近。这意

味着去年四季度进入的“基民新军”，相当部分不仅没有收益，反而是亏损不小。面对基金

收益不佳的现实，很多老基民的信心开始动摇了。近期基金的赎回情况究竟如何呢？记者

对市内部分营业网点进行了走访。 

“虽然行情不好，近期申购基金的人较少，但赎回基金的人也并不多见！”某银行网点

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随后，记者再度走访了几家营业网点，同样没有看到大量

选择赎回基金的投资者，反而见到了一些前来询问新基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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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目前受到的压力又怎样呢？记者随后采访了部分基金公司的销售人员。 

 “我们目前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公司并没有出现

大规模赎回的情况。”某知名基金公司的区域经理这样告诉记者。 

 “最近确实有些赎回，但总体情况并不严重，基民持有基金的信心还是比较强。”一

位基金公司的管理人员这样表示，“但如果市场出现反弹，赎回情况的变化就不好估计了！” 

对市场的分歧较大 

近期新基金不断发行，然而新基金却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市场反弹。对此，记者采访

了部分基金公司。采访结果显示，主要是由于认识上存在分歧，所以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 

 “虽然目前点位相对安全，但市场的认识从不统一到统一需要一个过程！”一位基金

经理这样表示。 

 “去年蓝筹股带领股指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市场进入高估值时代，股指面临回调的压

力。去年四季度以来，市场便开始进入大幅调整的时期。中信证券、万科 A、招商银行等

一批业绩优良、成长性较好的上市公司的股价跌幅很大，目前已经进入合理的估值区间。

以沪深 300 成份股来看，整体的动态市盈率已经降到了 25 倍左右，市场的身体正逐步走向

健康。总体来看，目前的市场已经进入了底部区域。”持这种观点的基金经理也不少。 

市场人士认为，从 6100 点下跌以来，不论是股票还是基金净值的跌幅都已经不小了，

市场的风险已被大大释放。虽然新基金不断发行，但目前成立的股票型基金规模也只有百

亿元，而建仓是个缓慢过程，因此市场转机的出现，还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连线基金 

两招应对目前基金状况 

上周，4000 点关口失守，市场心理防线被击溃。 自牛市调整以来，基金只赚不赔的

神话被打破，基民的心态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该怎样操作呢？为此，记者采访了部分基金经理。基金经理明确

表示，基民应该耐心等待，现在不是赎回时机。 

记者：不少基民，尤其是去年的新基民已经被套牢，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应该赎回了? 

某基金经理：现在不是赎回基金的好时机。如果基民选择现在赎回，很容易就赎在地

板上。基金本来就是长线投资，投资者对基金应有信心。举例来说，去年 5·30 后，市场

连续下跌，不少基民恐慌赎回基金，很多基民最终赎回的位置恰恰都在调整的底部。从目

前市场来看，现在的位置应该处于相对的底部，这个时候选择赎回，是不恰当的，大家需

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转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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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某基金经理：目前操作基金有两种策略： 

策略一：逢低分批购买 

市场目前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较低的区域，基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批购买（比如

大跌一次就买入一次）。如果无法判断良好的时机，基民最好通过定投的方式，以降低一次

性购买所带来的风险。 

策略二：构建适合自己的基金组合 

今年的市场注定是上蹿下跳，投资者最好构建自己的基金组合，不要把钱放在一个篮

子里。在债券基金和股票基金之间进行搭配，具体的比例，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2008-3-18【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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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技巧： 

投资与击剑 保持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高度敏感  

时下市场的调整，让我想起一个美国朋友 Roger 的投资故事。1998 年，Roger 开始利

用业余时间进行股票投资。最开始，Roger 投了 5 万美元。到了 2000 年的第四个星期一，

Roger 账户中的股票组合价值 12 万美元。一切看起来都非常顺利。当天中午，Roger 和太

太 Dawn 愉快地外出午餐。但这顿午餐却成了 Roger 投资生涯的最大转折点。下午回到办

公室，Roger 发现他的组合价值降到了 10 万出头。Roger 当时并没有恐慌，他认为第二天

一定还会再起来的。但是到了这一周的周五，他账户里的钱已经不到 1 万美元了。Roger

说现在看来，在市场价位已经处于较高风险时，仍然激进地大量买入高估值、高风险的股

票，是他亏损的主因。Roger 并没有绝望，他接受了教训，并根据市场趋势进行相应调整。

9 个月后，他成功地将组合价值提升到了 3 万美元。 

Roger 的投资故事不由得让我们对眼下的 A 股市场进行思考，让我们想到人们对“保

本”的敏感与关注，想到债券基金的热销，想到“保卫牛市果实”的口号，以及投资者制

定投资配置策略的必要性。实际上，投资的真谛和击剑运动也颇有些道妙暗合。人们观看

击剑运动，会欣赏眼花缭乱的剑法，凌厉迅猛的出击，以及剑手敏捷矫健的身形。而实际

上在神秘典雅的氛围后面，却是击剑运动的精髓所在：既有进攻，更要有退守。 

投资和击剑一样，过分强调防守型的投资安全就失去了获胜的机会和获取的乐趣，而

一味冲锋陷阵式的追涨又可能导致我们最终失去自己的阵地。因此，要保持对资产保值增

值的高度敏感。请注意，在这里，保值排在了增值的前面。因此，在投资中进行一些基本

配置，创造胜利果实，保持胜利果实，然后不断扩大胜利果实，这应该是我们大多数人投

资理财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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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什么是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贵公司是前端收费还是后端收费的? 

这是针对基金的(认)申购费而言的。如果(认)申购费是在购买基金时收取，通常按照购

买金额的多少递减，称为前端收费；在赎回时补收(认)申购费的，通常按照基金持有时间的

长短递减，称为后端收费。有些后端收费在持有基金到达一定年限后可免除。 

(认)申购我公司的基金产品都是采用前端收费的。 

 

2、如何计算(认)申购基金的份额？ 

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部[2007]10 号《关于统一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认（申）购费用及认

（申）购份额计算方法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基金有效认（申）购费计算统一采用外扣

法，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申购金额＝(认) 申购金额/（1+(认）申购费率) 

(认)申购费用=(认)申购金额-净(认)申购金额 

(认)申购份额=净(认)申购金额/基金单位净值 

 

3、投资基金获得的收益需要缴税吗？ 

目前我国规定，以下几种情况属于暂不征税的范围：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个人和非金融机构

申购和赎回基金单位的差价收入不征收营业税；对个人买卖基金暂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

投资者买卖基金获得的差价收入，在对个人买卖股票的差价收入未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以

前，也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4、请问在上海证券可以申购贵公司的基金产品吗？ 

自 2008 年 3 月 12 日起，上海证券开始代理我公司量化核心、光大货币、光大红利、

光大新增长及光大优势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

赎回等业务。自 2007 年 11 月 24 日起，量化核心暂停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暂停期间本

基金无法正常办理申购。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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