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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414 20080415 20080416 20080417 200804018

基金净值（元） 1.0392 1.0475 1.0258 0.9959 0.9656 

累计净值（元） 2.9829 2.9912 2.9695 2.9396 2.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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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13 20080414 20080415 20080416 20080417 200804018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5100 0.4704 0.6924 0.7612 1.0307 0.8135 

7 日年化收益率 (%) 2.7590 2.7390 2.7270 2.7410 2.7560 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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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14 20080415 20080416 20080417 200804018

基金净值（元） 3.1312 3.1557 3.0898 3.0208 2.9482 

累计净值（元） 3.2712 3.2957 3.2298 3.1608 3.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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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14 20080415 20080416 20080417 200804018

基金净值（元） 1.2212 1.2351 1.2078 1.1777 1.1453 

累计净值（元） 2.5012 2.5151 2.4878 2.4577 2.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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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14 20080415 20080416 20080417 200804018

基金净值（元） 0.7711 0.7776 0.7621 0.7462 0.7241 

累计净值（元） 0.7711 0.7776 0.7621 0.7462 0.7241 

业绩比较基准：75%×沪深 300 指数＋25%×天相国债全价指数 

 



 

 

3

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沪深市场继续震荡，成交量变动不大。沪市一周成交额为 2954.99 亿元，区间跌

幅是是 12.6%；深市一周成交额为 1390.31 亿元，区间跌幅是 13.2%。跌幅较小的几类行

业是农林牧渔、食品饮料、采掘业、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跌幅较大的几类行业是：电子元

器件、黑色金属、餐饮旅游、房地产和公用事业等。        

 随着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国内消费类产品需求的增加，农业和食品饮料板块上周

表现相对较好，金融板块因前期超跌过度，所以也跌幅较小；而房地产板块受国家调控预期

的影响，上周调整较深，此外有色金属、餐饮旅游和公用事业等板块也继续调整。尽管政府

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市场情绪，如新批基金，发表利于股市的言语，但市场投资者的信心依

旧十分脆弱，大家的普遍担忧还是：大小非减持带来的压力；出口政策持续收紧，外围经济

波动对低附加值出口企业的负面冲击；通胀情况下政府如何实行紧缩政策；外围经济的减速

导致国内部分全球定价的周期性行业景气下滑等。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的增速放缓考虑到了

市场和经济的承受程度，长期而言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上市公司盈利也未发生重大

变化，而且能保持持续增长，基本面来看国家经济和上市公司并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悲观。

作为理性的资本市场参与者，我们需要用理性的眼光分析市场和判断投资机会，短期的市场

波动不会影响我们长期价值投资理念，我们继续看好有业绩支撑，估值相对较低的股票，积

极把握市场机会，力争给我们的投资者争取长期稳定的超额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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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10.86% -10.20% -15.65% -40.26% -14.33% -41.18% 13.8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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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6.92% -10.84% -12.72% -39.48% -0.80% -38.95% 28.17%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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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15.02% -12.00% -17.07% -43.68% -11.29% -43.38% 14.5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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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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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1 日－2008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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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金额为 21823.57 亿元，受新股发行冻结资金影响，与前

周相比减少了 8.46%。但市场流动性仍十分充裕，大盘新股的发行也未给市场造成较大冲

击，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7585%，较前周相比下跌了 0.2057 个百分点。 

公开市场操作，央行继续实行净回笼资金，央票利率与前周持平。而一级市场招标发行

的关键年期新券的发行利率水平基本处于市场成员预测水平的下端（其中 5 年期固定利率

国债，利率 3.69%；农发行 7 年期固息债，利率 4.73%），显示机构资产配置型需求十分强

烈。市场收益率曲线走势仍比较平稳。 

消息面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3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8.3%。一

季度国内遭遇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受美国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加深等问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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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总体上通胀压力增大，投资信贷虽有回落，但反弹压力依然较大。在宏观数据公布后，

人民银行在充分考虑市场整体流动性的情况下，宣布从 2008 年 4 月 25 日起，上调存款类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至 16%的水平，这已经是年内的第三次准备金

调整，这一举措表明央行仍然关注通货膨胀等问题，短期内仍将维持偏紧的货币政策，但却

使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大大降低。总体而言，一季度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符合市场预期，因

此短期内债券市场仍将以平稳发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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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0.09% -0.01% 0.45% 1.68% 1.69% 1.99% 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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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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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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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光大保德信：弱市投资坚持价值理念 

时间往往是我们价值投资的 好朋友，但有时也是 冷酷的老师。短期内波动的市场

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一场痛苦的煎熬。在这样的市场下更要坚持，追随基金的价值投资理

念进行长期投资才是长远制胜之道。  

市场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弱市整理阶段。在这个时候，有人正热切地期待牛市的下

半场；而也有人已经杯弓蛇影，一有反弹即割肉离场。在目前弱市中，广大投资者还是应

该坚持价值投资，稳妥对待手中的基金和股票。 

投资理财就要学会把资本投资到 有效率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风险程度相同的情况下

要把钱投资到回报率 高的地方，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将手上的闲钱交给专业投资机构

－基金公司去打理无疑是一个稳妥的方法。专家提醒，在进行任何一笔投资时，都不仅要

看看它的投资业绩和资产管理人， 好能了解一下它背后的投资理念，去考察一下自己是

否认可它的投资理念。  

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共同基金的资产总额已经大大超过储蓄存款，

占个人财产的 30％，从中长期来看， 近 20 年内共同基金平均年回报率达到 12％，无疑

成为理想的个人投资理财工具。如果投资者投入的是短期资金，或者因为净值下跌形成心

理恐慌，在基金净值下跌时匆匆赎回，就会让短暂的浮亏变成实际亏损。 

现在很多投资者买基金往往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恨不得这个月买基金，过两个月就

兑现 30％的收益，这样的投资者完全就是用炒股票的心态来买基金，其实并不可取。基金

投资者应该首先树立正确的投资心态，“长线投资、稳健获益”才是正确选择。 

而且，投资理财要和自身的理财规划相匹配，在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和投资心态的基

础上，投资者还要全面分析自己的现金流状况，并按期限进行合理配置。如果是短期资金，

应选取流动性强而短期波动性较小的投资工具；对于中长期资金，则应主要购买基金等中

长期产品，不在乎短期波动，坚定信心，以获得满意的中长期回报。 

2008-4-17【东方早报】 

 

198 只基金披露季报 偏股型基金未现大规模赎回   

41 家公司旗下 198 只基金一季报显示偏股型基金并未出现大规模赎回——  

截至今日， 41 家基金公司旗下的 198 只基金披露了一季报，披露数量已经过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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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相数据统计，与去年四季度相比，可比的 148 只偏股型基金大幅减仓，其中，股票型

基金仓位下降 5.11％，混合型基金仓位下降 3.33％。与此同时，剔除新发行的基金，可比

的偏股型基金略有赎回，并未出现大规模赎回。  

统计数据显示，可比的 94 只股票型基金一季度末加权平均股票仓位为 77.8％，去年四

季度末的平均仓位为 82.91％；54 只混合型基金一季度末加权平均仓位为 74.96％，去年四

季度末的平均仓位为 78.29％。股票型、混合型基金仓位分别下降 5.11％、3.33％。  

在今年一季度市场大幅下跌期间，市场曾担心出现大规模赎回，但数据显示，偏股型

基金赎回并不明显，其中，一季度股票型基金赎回规模约为 160 亿份，混合型基金赎回规

模约 150 亿份。由于股票市场下跌幅度较大，债券型和货币型基金成为投资者的避风港，

数据显示，可比的债券型基金一季度净申购 42.59 亿份，货币型基金一季度净申购 130.99

亿份。  

一季度出于对高企的 CPI、大小非减持和紧缩政策的担忧，绝大多数基金都选择了减

仓，但是也有部分基金经理选择了加仓。与去年四季度较低仓位相比，友邦华泰积极成长

在一季度加仓 18.49％，仓位达到 87.26％。该基金经理在一季报中表示，经过一季度的快

速下跌，整体市场的负面因素释放已较为充分，A 股的风险收益比相对于 3 个月前已有了

明显的改观。从内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分析，二季度可能是 2008 年一个相对安全和稳定的投

资时期。目前沪深 300 指数的动态市盈率已降至 20 倍左右，很多的行业龙头公司已具备长

期的投资价值。从市场的资金供应情况看，政府已在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从大小非流通

股的解禁安排看，二季度将是全年中解禁压力 小的一个时期。此外，美联储向市场提供

的流动性安排也有助于外部市场的稳定，这些因素都为二季度市场的恢复和反弹提供了一

个相对有利的环境。  

在重仓股上，基金一季度减持幅度较大的重仓股为中信证券、浦发银行、中国平安、

中国船舶、武钢股份等，这也与这些股票二级市场的表现相吻合。增持较多的股票有格力

电器、泸州老窖、中国神华等。 

   2008-4-21【证券时报】 

 

08 年一季报披露完毕:通胀预期主导基金投资方向   

一季报显示，基金减持中信证券等金融券商股的力度较大。  

今日 2008 年一季报全部披露完毕，根据天相投顾对可比的 250 只积极投资偏股型基金

前十大重仓股变动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胀预期在一季度完全主导了基金投资，为了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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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风险，基金开始对农林牧渔、食品饮料、以煤炭为代表的采掘业中的龙头股大举增持，

而对宏观调控压力较大的钢铁、石化、航空等周期性行业的龙头股进行了减持，证券、银

行、保险等金融股也受到了基金的大幅减持。 

规避通货膨胀风险 

应该承认，基金经理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相当高。天相投顾统计出来的基金增持前二

十大重仓股明显体现出基金这种规避通胀风险的意图，这首先表现在基金对北大荒等农业

股、泸州老窖等食品饮料股进行了增持，而在基金新增的前十大重仓股中，冠农股份、中

粮屯河、新中基等农业股也赫然在列，因为食品价格上涨贡献了 CPI 上涨的大部分涨幅，

以上两个板块成为通货膨胀的 大受益者。因为农业股的上涨以及国际价格上涨的推动，

盐湖钾肥、云天化、新安股份等化学肥料板块的龙头股也受到了基金的增持。 

另外，中国的这一轮通胀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煤炭价格也受到国际价格的推动，以

煤炭为代表的采掘行业自然也受到了基金的关注，在基金增持的前二十大重仓股中，金牛

能源、中国神华、平煤天安等煤炭龙头股均受到了基金的青睐，而在基金新增的重仓股中，

我们同时发现了大同煤业、中煤能源、安泰集团等煤炭股的身影。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基金增持前二十大重仓股的行列中，宏达股份也占据了一席，

似乎显示出基金今年一季度也对宏达股份进行了大幅增持。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宏

达股份于去年 9 月 26 日就停牌，而在昨日才打开。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于长达数月

的停牌中，很多基金重仓的蓝筹出现腰斩，而宏达仍然以停牌时的高价计算，因此在很多

基金的资产净值中占比上升，进入了这部分基金的十大重仓股之列，从而在统计上显示为

受到基金增持的个股。 

狂砍周期类股票 

不少基金投资者担心结构性通胀 终有可能转化为明显的全面性通胀，将使各领域出

现新一轮循环加价，这将使通胀风险出现实质性上升，并从政策选择上必须牺牲经济增长，

使上市公司盈利放缓。正是因为后果严峻，基金普遍认为宏观调控将不会放松，这将对周

期类行业形成巨大压力。 

因此，基金在一季度对航空、证券、钢铁等周期类行业进行了大幅减持，在基金减持

的前二十大重仓股中，中信证券占据了第一名的位置，另外吉林敖东被剔除出基金一季度

前十大重仓股的行列。在基金减持的前二十大重仓股中，钢铁板块引人注意，宝钢股份、

唐钢股份、武钢股份受到了基金的一致清洗，中国石化、南方航空、中国国航等周期类股

票在受到基金的减持后，跌势相当之急，其中南方航空在 1 月 2 日一度冲到 29.40 元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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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但昨日收盘价只有 10.44 元，几乎跌去了股价的三分之二。 

银行股会否卷土重来 

在基金一季度减持的前二十大重仓股中，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深发展、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等银行股形成了完整的银行板块，另外中国银行则在一季度被剔除出基金前十大

重仓股。银行之所以不被看好，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投资者对天

量融资的担忧等，但宏观调控对银行业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在某种程度上，银行股占权重

股总数的四成，银行股的下跌，直接拖动 A 股市场下行。 

但是，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银行股的机会仍然值得关注。基金经理们预测，银行股

出现深幅调整，估值下降，其 2008 年市盈率仅高于钢铁，而在另外一方面，银行业绩增长

仍然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不少银行的业绩在 100%以上，市场过于悲观的观点会有所纠正。 

另一个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地方是，基金对于家电行业龙头的青睐。今年一季度，基金

对格力电器、美的电器均进行了大幅增持。基金经理们认为，家电行业整体景气周期仍在

持续，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钢材等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升，有利于龙头企业占据

更大的市场份额，也有利于公司整体的产品和技术升级，因此依然看好白电龙头企业。 

   2008-4-22【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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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三因素选择货币型基金:稳定性、流动性和资产规模  

在过去的一季度里，由于股市的下跌，导致了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净值增长率

普遍下跌，而同时也彰显了货币型基金的稳健收益的优势。从大类基金来看，货币型基金

是唯一获得正收益的基金类型，其中，表现 好的货币型基金为中信货币，其简单折合年

化收益率为 4.085%；表现 差的也有 2.105%。 

对于货币型基金之所以稳健的原因，国金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监张剑辉指出，货币型

基金的投资特点决定了它有稳健的收益特征。 

货币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央行票据、回购等安全性极高的短期金融品种，又被称

为“准储蓄产品”，它的特点是风险低、流动性高。一般情况下，投资者盈利的概率为 99.84%；

没有利息税；随时可以赎回，一般可在申请赎回的第二天资金到帐。 

晨星（中国）研究员王蕊告诉记者：“货币市场基金净值不能低于一块钱，它投资的都

是一些很安全的品种，期限很短，没有申购赎回费，方便资金进出。这些独特的功能使得

它具有稳健的收益。” 

货币型基金与其他开放式基金相比，除了具有风险低、流动性高、无申购赎回费的特

点外， 主要的不同在于基金单位的资产净值是固定不变的，通常是每个基金单位 1 元。

投资该基金后，投资者可利用收益再投资，投资收益就不断累积，增加投资者所拥有的基

金份额。其次，衡量货币型基金表现好坏的标准是收益率，这与其它基金以净资产价值增

值获利不同。 

那么，如何选择货币型基金呢？张剑辉认为，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货币基金

过往的收益水平，二是考虑货币基金的稳定性；另外，张剑辉说：“购买量大的投资者还要

考虑货币基金的规模、流动性等问题，不过，货币型基金只是短期的现金管理工具，可以

把它视为活期储蓄的更新替代品种。” 

天相投顾分析师闻群认为，选择货币型基金时，首先要考虑流动性因素，其次，在前

者基础上考虑绩效情况，比如收益率以及收益率的平稳性，此外，关注货币型基金的资产

规模。闻群表示，选好货币型基金跟基金公司的品牌影响力肯定有关系，因为美誉度较高

的基金公司通常在业绩以及收益的稳定性方面表现得较好。 

王蕊也认为，选择货币型基金 好选择大基金公司旗下的，其公司在债券市场研究方

面比较有实力的团队，而跟货币基金的到账时间关系并不大，因为货币市场基金本身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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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流动性和安全性，各货币基金到账时间差别不大。 

                                                        来源：【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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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交易后为什么没有收到交易确认书？ 

我公司基金交易确认不单独寄送确认书，而是以对账单的形式体现。对账单一个季度

寄送一次，于每个季度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寄出，2008 年第一季度对账单已陆续寄出，

请留意季度对账单情况。 

 

2、客户如何取得登录网上查询和电话查询的查询密码? 

2007 年 8 月 17 日以前开户的客户首次登陆网上查询登陆类型选择“基金账号”，密码为

您基金账号的后 8 位；从 2007 年 8 月 17 日及以后申请开户的客户首次登陆网上查询登陆

类型选择“开户证件号”，密码为您开户证件号码的后 6 位，开户证件号码中有中文字体的

去除中文，不足 6 位前面补 0，末尾含 X 的 X 大写。您可以通过我公司网站更改您的初始

密码。请您妥善保管您的查询密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基金每年都会分红吗？ 

基金并非每年都会分红，基金分红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根据规定，基金必须在有已

实现收益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分红，具体分红时遵循以下原则：如果基金投资当期出现净亏

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基金当年收益先弥补上一年度亏损后，方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

即使满足分红条件，是否分红还要视基金合同以及投资的策略。 

 

4、为什么近期无法收到手机净值的短信？ 

由于 近国家信息产业部对各类短信发送进行规范，因此我公司给您提供的短信服务

受到影响，目前我公司正密切跟进和了解 新政策，如果相关政策允许，将尽快为客户恢

复正常的短信服务。在此期间，我公司暂时以彩信的形式于每周二发送一次净值短信，您

也可以通过我公司网站或客服热线 400-820-2888 查询更多基金信息，由此给您造成的不便，

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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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