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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331 20080401 20080402 20080403 

基金净值（元） 1.0914 1.0448 1.0475 1.0791 

累计净值（元） 3.0351 2.9885 2.9912 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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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30 20080331 20080401 20080402 20080403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4482 0.7298 0.7471 0.7312 0.7293 

7 日年化收益率 (%) 2.6480 2.5940 2.6350 2.6600 2.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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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31 20080401 20080402 20080403 

基金净值（元） 3.2929 3.1394 3.1288 3.2096 

累计净值（元） 3.4329 3.2794 3.2688 3.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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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31 20080401 20080402 20080403 

基金净值（元） 1.2885 1.2244 1.2158 1.2494 

累计净值（元） 2.5685 2.5044 2.4958 2.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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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31 20080401 20080402 20080403 

基金净值（元） 0.8097 0.7742 0.7718 0.7895 

累计净值（元） 0.8097 0.7742 0.7718 0.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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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市场小幅震荡企稳，成交量有所下降。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2922.31 亿元，区

间跌幅是 6.76%；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1299.75 亿元，区间跌幅是 11.7%。跌幅较小的几类

行业是金融服务、采掘业、交运、建筑材料和公用事业；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农林牧渔、

纺织服装、信息服务、信息设备和医药生物等。 

经过前期较为充分的调整，金融板块最近表现相对不错，而前期估值偏高的农林牧渔板

块或其他涨幅较大的板块继续调整。目前国内 A 股市场整体估值已经偏低，周边市场也有

回暖迹象，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出现了较大释放；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既要

防止经济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快速下滑，在外需下降和股市负财富效应的环境下，国家

出台严厉的紧缩政策可能性较小；大盘蓝筹的企稳将有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我们认为国家

的宏观经济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增速适当放缓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长期还是保持持

续增长，上市公司业绩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一贯坚持价值投资，看好有业绩支撑的行

业和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寻找估值洼地，努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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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3.74% -9.23% -22.35% -35.22% 4.71% -34.50% 23.9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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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6.92% -8.32% -22.67% -32.33% 25.02% -31.53% 38.48%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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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9.33% -14.67% -28.98% -37.93% 15.45% -35.66% 24.14%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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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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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2008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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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本周货币市场资金面在新股恢复发行的影响下略显紧张，但由于近期发行的新股发行规

模有限，因此预计对市场资金基本面冲击有限，目前对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上

周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6903%，较前周 2.2622%的平均水平上涨了 0.4281

个百分点。 

现券市场方面，全周成交总量合计 5890.01 亿元，与前周成交量相比再次大幅下降，

显示市场在资金面的影响下，市场成员对于现券的交投需求明显减少。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

作在市场资金面的影响下，操作力度有所减小，而发行利率水平则再次走平。除央行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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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操作外，上周一级市场无国债或者金融债发行，而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金面水平主导

了二级市场操作的交投需求，长端收益率水平比较平稳，而短端受资金面冲击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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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0.01% 0.24% 0.56% 2.07% 1.11% 2.00% 97.19%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8 年 4 月 3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4-3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5744  -0.1165  -0.1734  -0.2781  -0.3396  -1.4479  
2y 3.5281  -0.0002  0.0908  0.0180  0.1988  -1.2344  
3y 3.5359  0.0727  0.2444  0.2052  0.4860  -1.0801  
5y 3.6610  0.1287  0.3203  0.3459  0.5379  -0.9046  
7y 3.8441  0.1327  0.2551  0.3308  0.2781  -0.8319  
10y 4.0596  0.1681  0.2110  0.3145  0.0393  -0.7699  
15y 4.2392  0.2932  0.3072  0.3647  0.1468  -0.716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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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光大保德信：选择理财产品注意稳字当头 

股市波动不断，理财专家普遍认为，今年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形势比较复杂，市场

变化也越来越快。投资者应该大幅度地降低自己的投资收益预期，追求一个比较适当的收

益率。 

从目前市场上的产品来看，投资产品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收益，最终取决于这个投资产

品的投资标的市场，如果产品的目标是追求稳定，那么债券、货币市场将是这笔资金最好

的去处；如果目标是资金的大幅升值，那么进行股票、公司债以及其他风险较高的金融衍

生产品的投资将是其必然选择，但风险也是相对较高的。 

理财专家建议，选择理财产品之前首先要了解基本的理财思路，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理

财品种中挑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理财规划的产品。 

首先要充分考虑理财产品环境。尽管不同的理财产品，有其特定的收益规律，但受市

场环境的影响，并非每种理财产品都是自始至终呈现优良的业绩。特别是受证券市场影响

较大的基金产品，基金净值的变动很容易受证券市场的影响而表现得忽高忽低，关注证券

市场的变化就显得特别有必要。 

其次，要选择专业理财团队，例如银行的专业理财机构会在理财产品的收益及风险的

判断和指导中具有更多的优势，并能够全面揭示每种理财产品管理和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

和将要发生的风险。 

再次，要考量理财产品的服务水准。投资者在选择了理财产品后，不应该就此束之高

阁。因为理财产品的收益状况，将随理财产品管理人的管理和运作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的变

化发生变化。投资者应该经常和发行理财产品的机构进行联系，及时地跟踪理财产品的变

化，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投资策略和修正自身的投资预期。 

2008-4-3【东方早报】 

 

光大保德信林昌：基金业下一个十年同样辉煌  

下一个十年：潜力巨大 

如果说中国基金业的第一个十年是超常规的快速发展，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接下

去的十年同样会是辉煌的。3 万亿的规模相比接近 25 万亿元的 GDP、约 26 万亿元的股市

总市值（总市值与流通市值将在若干年内趋同），仍然很小，“不堪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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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业整体资产规模的上升，一些基金公司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阶段各家

基金公司在投资者教育、品牌建设、客户服务、渠道挖掘方面纷纷投入极大的精力，通过

对客户资源的扎实梳理，消除了前期由于基金行业由于规模过快膨胀而产生的一些隐患。

规模较大的基金公司在各个领域进行精耕细作，进一步巩固规模优势；规模较小的公司通

过稳定客户群进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概括来说，作为一个能把蛋糕做大的行业，基金

行业的竞争格局是激烈但是良性的。 

下一个十年，基金业通过在发展中解决一些关乎行业生存的问题，能够更好地为投资

者提供稳健理财服务。 

一是强化基金作为证券市场主力军的地位，在证券市场空间的扩展中给予基金公司更

多的机会，使得基金在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操作更为灵活，同时，基金作为一

种投资者熟悉的理财工具，可以在更广更深的领域进行风险的对冲和资产的配置。 

二是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在管理规模的急剧扩容中，基金公司的管理体制、

人才培养都经受了考验。基金行业在十年的发展中不断理顺自己的管理体制，通过监管层、

基金从业者的共同努力，基金行业已经成为金融行业内信息披露最全面、治理结构最透明、

风险防范最严密的行业，但是，在契约型基金模式下，在推动持有人和基金公司两者利益

一体化这个问题上，始终有一些隔阂，只有基金公司管理体制的不断改善才能逐步消除这

种持有人和基金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此外，由于这几年证券市场的火热，使得公募基金、

私募、QFII 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人才争夺相当激烈，如果在公募基金这样的朝阳行业里建

立起来持续的人才培养战略，如果使得投资者对基金公司产生更深的信任感，都是关乎基

金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是加强产品创新，拓宽资产管理范围。根据世界银行测算，到 2030 年，中国养老基

金资产将会达到 1.8 万亿美元，这将为中国基金业成长带来最具潜力的发展及创新机会，

也需要基金业提供更多更好的资产管理产品。 

下一个十年，基金业通过在发展中解决一些关乎行业生存的问题，能够更好地为投资

者提供稳健理财服务。 

   2008-4-7【上海证券报】 

 

基金拆分实行备案制 变身 1 元不再需证监会审批  

日前，国内各大基金公司收到证监会基金监管部的通知，进行基金分拆不再需要报证

监会基金监管部审批，这意味着自 2006年 7月以来实行了近两年的基金分拆审批正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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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三个条件即可拆分 

按照证监会基金监管部的通知，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基金即可进行拆分，变身为 1 元

净值/份：一是成立时间在 1 年以上；二是最近 1 年未做过拆分；三是今后基金单位净值在

1 元以上。进行基金分拆时，基金公司只需要在公告日向监管部门备案即可。 

不过，基金公司在通过基金拆分手段进行持续营销时，须履行必要的提示义务，即在

基金拆分为净值 1 元/份后，基金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1 元基金同样具有跌破 1 元净

值的风险。 

分拆基金不再紧俏 

据统计，近两年来共有 69 只基金实施了拆分。在 A 股市场去年呈现单边上涨的时期，

由于监管部门对基金拆分实施严格的实质性审批，形成物以稀为贵的氛围，加上一些基金

公司在做营销宣传时，有误导之嫌，因此大量基民排队抢购单位净值为 1 元的分拆基金，

成为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由不足 1 万亿元“大跃进”至 3 万亿元以上的重要推手，但也在客

观上助涨了市场的不理智，令很多不能承受股市风险的投资者稀里糊涂地成为高风险股票

基金的持有人。 

在去年 10 月中旬股市调整以来，拆分基金的风险开始逐步暴露。在 69 只分拆基金中，

净值低于 1 元的达 45 只，占 65%。其中，4 只拆分基金的单位净值在 0.60 元至 0.70 元区

间，有 13 只拆分基金的单位净值在 0.70 元至 0.80 元区间，很多在当初被 1 元净值吸引、

抢购分拆基金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业内人士表示，在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不再对基金分拆实施审批之后，各基金公司随时

可以对符合条件的基金进行拆分，这也将意味着分拆基金将难以达到通过制造紧俏气氛去

吸引投资者购买的目的，这种营销手段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同时，现在市场上有 118

只开放式基金单位净值低于 1 元，比拆分基金还便宜的基金遍地都是，基金公司再用拆分

基金这个概念去忽悠投资者，其难度将大大增加。   

   2008-4-8【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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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理性对待基金申购与赎回  

随着整个市场的震荡下行，基金同样面临着净值缩水的命运。赎回还是持有不仅成为

众多基金投资者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投资决策，而且也是众多财经媒体重点关注的话题。针

对市场上“截止 3 月中下旬，今年第一季度基金净赎回已超 1000 亿元”的言论，证监会近

日作了相应澄清，“截止 3 月 28 日，一季度基金净申购超过 300 亿元。”对于基金的申购赎

回问题，投资者应该理性看待。 

在目前行情下，恐慌性赎回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从 1 月 2 日至 3 月 31 日，上证指数下

跌 34.00%，深圳成指下跌 24.86%。同期的封闭式基金指数跌幅为 18.57%，开放式基金指

数跌幅为 18.85%，可以看出，基金在单边下挫的市场中表现出了较好的抗跌性。且 2008

年沪深 300 的动态 PE 已经下降至 20 倍左右，很多绩优股在大跌的带动下被错杀，价格与

价值已产生较大背离。此时如果仅仅是因为对市场的恐慌而盲目将基金赎回，承受的恐怕

不仅仅是资产量的减少。毕竟市场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连续下跌之后市场整体的风险

已经得到相对有效地释放。 

投资者也应该看到，今年以来，证券监管部门对新基金开闸放行的速度明显加快，一

季度新发基金 27 只，还不包括已获批但尚未发行的基金。一方面，这些新基金有望为市场

带来超过 1000 亿元的优质资金，缓解目前市场的资金困局；另一方面，这其实是证券监管

部门以一种更加客观、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唤起市场的信心。其实，救市的本质是对市场信

心的挽救，但市场信心的挽救更要靠投资者不断培养风险意识、提高自身素质，在面对重

挫时也要冷静思考、避免盲从。敢于在 6000 点的高位追涨，却在如今 3500 点左右的低位

杀跌，这确实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对于基金的申购与赎回问题，不妨将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并在一定的时期跨度内考虑

其市场表现与业绩，何必急于一时的追涨杀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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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金账户和基金交易账户有什么区别? 

基金账户是我公司为投资者开立的用于记录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及其变动情况的账

户，每个投资者只能申请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基金交易账户是代销机构为投资者开立的记录投资者通过该销售商买卖基金份额、基

金份额变动及资金结余情况的账户。 

投资者可以使用唯一的基金账户通过不同销售商开设多个基金交易账户进行交易买

卖，基金账户和基金交易账户的投资者姓名、证件类型和号码必须完全一致。即，基金账

户表明您在所有销售商处持有的我公司开放式基金的情况。 

 

2、基金账户如何注销？ 

投资者可办理基金账户的注销，但必须满足该基金账户内无任何基金份额及该账户未

被冻结或不存在在途权益等任何形式的限制条件。 

投资者基金账户的注销须到原开户网点办理，投资者办理注销基金账户必须提供销售

网点要求的相关资料。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注册的基金账户，目前无法注销。 

 

3、货币基金是否完全没有风险?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承诺本金任何时候都不发生亏损，也不保证最低收益率。一般来讲，

在同时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货币市场基金可能会发生本金亏损： 

一、是短期内市场收益率大幅上升，导致券种价格大幅下跌； 

二、是货币基金同时发生大额赎回，不能将价格下跌的券种持有到期，抛售券种后造

成了实际亏损。 

据有关测算表明，单日货币市场基金发生本金亏损的可能性很小，如持有一周或者一

月，则本金损失的概率接近于 0。随着持有期的延长，由于市场风险所导致的亏损概率会

降到非常低。而国内货币基金按规定不得投资股票、可转换债券、AAA 级以下的企业债等

品种，因此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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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