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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818 20080819 20080820 20080821 20080822 

基金净值（元） 0.7094 0.7209 0.7770 0.7482 0.7378 

累计净值（元） 2.6531 2.6646 2.7207 2.6919 2.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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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817 20080818 20080819 20080820 20080821 20080822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5730 0.7767 0.7653 0.7684 0.7573 0.7610 

7 日年化收益率 (%) 2.7800 2.8450 2.8580 2.8690 2.8670 2.8570 

业绩比较基准：税后活期存款利率 

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净值 (360005) 

日期 20080818 20080819 20080820 20080821 20080822

基金净值（元） 1.8351 1.8470 1.9627 1.8954 1.8654 

累计净值（元） 2.4931 2.5050 2.6207 2.5534 2.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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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818 20080819 20080820 20080821 20080822 

基金净值（元） 0.8635 0.8761 0.9372 0.9074 0.8916 

累计净值（元） 2.1435 2.1561 2.2172 2.1874 2.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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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818 20080819 20080820 20080821 20080822 

基金净值（元） 0.5741 0.5784 0.6116 0.5943 0.5860 

累计净值（元） 0.5741 0.5784 0.6116 0.5943 0.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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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市场在预期扰动下大幅波动，周三单日振幅达到 7%，两市成交量也都起伏很大，

沪市单日成交量最低跌破 280 亿元，为 2007 年以来最低成交水平，我们将在今后三个星期

之内密切关注这一成交水平是否会继续被突破。沪市一周成交金额为 2172 亿元，周跌幅为

1.85%，深市一周成交金额为 977 亿元，周跌幅为 1.6%。跌幅相对较小的行业是金融服务、

交通运输、食品饮料，跌幅较大的行业是采掘、信息设备、化工。 

上周对市场影响较大的一大因素是所谓摩根大通对于经济刺激方案的研究报告，直接造

成了周三的大涨，完全弥补了周初市场对于证监会上周末关于上市公司增持和回购的政策调

整的失望。但随后由于市场对该刺激方案的预期消退而继续回落，周末公布的 7 月税收数据

低于市场预期导致后半周持续低迷，但细项分析后确认的确有特殊因素导致 7 月税收增长未

达预期，市场情绪有所回稳。 

上周发改委调高了上网电价，符合我们之前预期的资源价格改革先于信贷放松的判断，

有利于企业盈利的提升。周末期间，国际油价重归跌势，预期对下周市场的运行有一定支撑，

长期而言也会减轻中国 PPI 的压力。 

而中国证监会继续在周末推出新的制度建设意图给予市场信心，虽然制度建设的成效需

要长期才能显现，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持续有制度建设推出，最终有望实现市场信心的回暖。

中国证监会 22 日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我们

认为此举延续了证监会鼓励企业回报中小股民的取向，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其进行长线投资，

并形成价值投资理念。 

我们综合分析来看，除了大小非因素外，影响市场的诸多因素中有利因素正在累积，虽

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有利于我们认真寻找投资标的，坚守价值投资，在弱势中寻求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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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1.85% -7.69% -15.49% -31.00% -51.70% -54.29% 2.2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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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6.92% -7.24% -16.59% -33.93% -53.36% -54.98%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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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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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4.88% -7.91% -20.36% -40.16% -54.68% -58.78% -4.55%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8 月 22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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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5 日－2008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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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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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市场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整体向下移动，其中 20 年期国债下行幅度最大，从上周

的 4.91%下行到周末的 4.80%附近，虽然前期发行的 20 年国债票面创出新高，但在二级市

场的带动下，已经逐步向市场平均水平靠拢，市场买盘力量较强。除此以外，近期新发行债

券的中标利率水平均与市场预期接近，一二级市场均运行平稳。 

在资金层面上，上周回购市场保持平静，资金面相对比较宽松。其中，前半周资金比较

充裕，但受可转债申购和国开债缴款等因素影响，后半周的回购市场短期资金面稳中稍紧。

全周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仍较前周下跌了 0.0804 个百分点至 2.7014%的近期低位。若本周央

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无巨大波动，预计债券市场仍将保持相对平稳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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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0.23% 0.28% 0.53% 0.55% 3.48% 2.84% 100.00%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8 年 8 月 22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8-22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3476  -0.1965  -0.0360  0.1411  0.4456  0.2117  
2y 3.6766  -0.0482  0.0133  0.1071  0.3161  0.6008  
3y 3.9010  0.0228  0.0271  0.0814  0.2299  0.7475  
5y 4.1178  0.0044  -0.0189  0.0443  0.1499  0.5555  
7y 4.1625  -0.1073  -0.1072  0.0084  0.1314  0.1192  
10y 4.1773  -0.2180  -0.2097  -0.0708  0.1018  -0.2303  
15y 4.2111  -0.1937  -0.2485  -0.2057  0.0427  0.003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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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把握安全边际长期投资 

当很多投资者在面对中国股市今年以来的大幅下挫，开始恐惧的时候，股神巴菲特的一

段投资名言其实可以作为一剂镇静剂，“恐惧和贪婪这两种传染性极强的流行病的突然爆发，

在投资世界永远会一再出现。这些流行病的发生时间却难以预料。由它们引起的市场价格与

价值的严重偏离，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偏离程度也同样难以预测。因此我们永远不会试图去

预测恐惧和贪婪任何一种情形的降临或离去。我们的目标是相当适度的：我们只是想在别人

贪婪时恐惧，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 

“投资股票要赚钱，关键是不要被吓跑。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另一位美国的大

师级基金经理林奇最推崇巴菲特面对股市暴跌时的勇气。巴菲特说过，“我把确定性看的非

常重。承受重大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你事先没有考虑好确定性。” 巴菲特追求的盈利确定性

一是来自于公司内在价值的持续增长。原因很简单：他坚信他持有的这些上市公司具有长期

的持续竞争优势，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股市的波动难以避免，但最

终股灾会过去，股市会恢复正常，优质的资产终将会反映其内在价值。巴菲特追求的盈利确

定性是来自于安全边际，也就是买入价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差距。巴菲特坚信，安全边际是

投资成功的基石，只有足够的安全边际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安全保障。   

无疑，就像天灾会突然爆发，股市风险也是普通投资者乃至专家都无法预料的，很难被

准确预测。因此，通过基金的组合投资方式，追求风险的控制，证券投资基金设立之初，目

的就是利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帮助投资者管理资产，基金管理人可以帮助投资者将风险控

制到最小。如果投资基金时仍担心市场涨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基金定投。投资者定期(通

常是每个月)投入固定金额(委托银行划账)购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方式，具有独特优势。

虽然每月定期购买基金的资金一般不多，但如果选择业绩良好的基金长期坚持，会体现出长

期投资的优势。另外，在市场波动时期为分散风险，可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和债券类产品。 

   2008-8-21【东方早报】 

 

渠道热情骤降 基民申赎降至冰点  

来自 30 家银行营业网点的调查  

古人云：顺风时，便御风而行；变动中，便体察变化的奥妙。 

8 月 22 日，周五，中国农业银行位于浦东的营业部照旧是人来人往，但理财客户经理

的咨询专柜前却是门庭冷落，连咨询的客户都异常稀少。理财经理无精打采地打量着过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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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许这是她在这个上午唯一可以打发时间的办法。 

当记者以投资者的身份咨询理财经理杨小姐时，她对记者说：“最近根本没有人买基金，

市场跌到这个点位，也没什么人赎回了。完不成工作量，我只有自己购买基金。如何你要购

买基金，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过一段时间看看市场是否能好转后再做决定吧。” 

或许很难想像，就在一年前的此时，为了购买一只新上市的股票型基金产品，凌晨 5、

6 点便有客户在银行的营业网点前排起长队。而不到一年时间，市场已经从六千多点下跌到

两千多点，跌幅超过 60%。伴随着市场急速大幅下跌的是，投资者及基金代销机构的热情

也一落千丈。 

其实，中国农业银行浦东支行的一幕，仅仅是基金业“景气度”下降的一个缩影，在中

国 A 股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幅调整之后，年轻的中国基金业面临怎样的现状？广大基

民的申赎意愿如何？各大银行对于基金销售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理财客户经理如何看待是

基金销售？带着这些问题，《上海证券报》记者对上海本地 30 家银行营业网点进行了暗访。 

基民申赎意愿持续下降 

目前，股指已跌到了两千多点，投资者对基金的热情是否还有？上周，当记者向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嘉兴大厦支行理财经理进行咨询时，得到的回答是：“在市场从 6 千多点下跌到

4 千多点时，很多投资者对基金进行了赎回。但在这之后，多数人已经不愿意再进行赎回了。

一些客户无奈地表示，现在“割肉”太亏了，还是把这些基金留给女儿做嫁妆或者留给儿子

娶媳妇吧。最近购买基金的人越来越少，有很多投资者不是被套在股票里就是被套在基金里，

所以他们已不敢贸然出手了。由于市场低迷，新的投资者也不会贸然入市”。 

事实上，从记者走访的 30 家银行所得到的信息来看，近期基民无论是申购意愿还是赎

回意愿都在持续下降，在多家银行的理财经理专柜前面，长时间也没有一个人来对基金问题

进行咨询或者办理与基金的相关业务。 

与此相对应的是，近期，基金的新增开户数也在持续降低。据统计，7 月份沪深两市新

增基金开户数 88056 户，环比下降 19%，仅为去年同期的 10.8%，创下近 23 个月新低。 

银行代销基金热情骤降 

在上海浦发大厦的浦发银行里，当记者以投资者的身份对理财经理表示想购买一些基金

时，该经理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说：“你现在还想购买基金？最近已经没人买基金了，看你

还挺年轻的，自己去网上查一查资料，搞清楚基金，顺便搞清楚一下现在的行情，再决定要

不要买基金。” 

记者带着同样的问题去咨询建行上海陆家嘴环路浦东分行的个人业务顾问时，该顾问表

示：我们现在不推荐购买基金，虽然市场已经下跌了很多，但还是有下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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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民生银行浦东支行里。该行理财经理明确向记者表示，最近的

市场不适合买基金，股市的波动太大，市场前景还不清晰。不建议买基金，要买的话再等等

看吧，等奥运会结束后，市场明朗时再说。 

很难想像，在去年市场狂热的时候会有理财经理对明确提出想购买基金的客户进行劝

阻。随着市场的下跌，一些银行的理财经理对于基金的销售热情显然“大打折扣”。统计数

据显示，记者走访的 30 家银行营业网点中，有 11 家银行的理财经理并不建议在目前情况下

购买基金，该比例占到调查总数的近 4 成。 

非股型基金成推荐重点 

当记者以投资者的身份明确提出要购买基金时，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大堂经理对记

者表示：虽然我不推荐买基金，但是如果你确实想买基金的话，现在可以买点债券型和货币

型基金，不过收益都不会很大。 

民生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值班经理表示：如果现在要买基金，我建议申购混合型、债券

型或者是货币型，当然，如果你的承受能力够强，心理素质过硬，且身边的钱不急着用，股

票型基金也是可以申购的，长期而言是绝对没问题的。 

中国银行上海东昌路支行理财经理则表示：现在推荐客户买债券型基金，相对来说是比

较安全的，全年大概有 4%－6％的收益。 

中国工商银行位于浦东一支行的理财经理表示，市场已经不太具备下跌空间了，可以购

买股票型的基金进行“抄底”。同时，也有一部分理财经理对记者表示，目前可以考虑对基

金进行一些组合，购买两种类型以上的基金。 

统计数据显示，推荐股票型基金的有 8 家银行，占比达到 26.7%；推荐债券型基金的有

16 家，占比达到 53.3%；另外有 4 家银行和 2 家银行分别推荐货币型基金以及做基金组合，

占比为 13.3%和 6.7%。 

非基金理财产品受热荐 

在银行对基金的销售热情骤降的同时，对于理财产品的推荐热情却大幅上升。记者在走

访这 30 家银行营业网点后，包里已经装了一大叠关于保险公司或银行的理财产品宣传单。 

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浦东支行，一位理财经理对记者表示，目前没什么人买基金，市场

波动太大，买基金风险也很大。最近我们的一些理财产品卖得相当好，这个产品在一个小时

内已经销售一空，所有的网点加起来总共大概卖了 1.2 亿元左右。 

多家银行表示，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比购买基金的人数多出许多。银行推出理财产品

的速度也较之以前更快。在记者走访过程中，上海银行和民生银行的理财师都表示：如果不

提前预约，很有可能无法及时购买这些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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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本次推荐理财产品的银行多达 13 家，占到 30 家银行的 43.4%，作为基金销售

重要渠道的银行，对于理财产品的推荐与对于基金的推荐热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情形。 

风险评估仍不充足 

在记者以母亲需要购买基金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一支行的理财经理进行咨询时，该理财

经理明确表示，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会在其购买基金之前进行个人风险评估，主要是通过

一张问卷进行评估，包括年龄，职业，资产，预期收益，风险偏好等等，在这之后，如果你

事先有想要买的产品，那么可以直接购买，如果不知道想买什么的话，那么会根据最近他们

的客户比较认可的以及晨星的排名对你作出一定的推荐。 

事实上，在记者走访多家银行过程中，主动提出来要进行风险评估的相当稀少，而记者

主动询问是否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时，上海某银行支行甚至直接表示，只需要开户就可以买基

金了。 

据统计，本次走访的 30 家银行中，要求进行风险评估的仅 9 家，占到总数的 3 成，可

见，对于在基金销售过程中，银行对投资者进行风险评估仍做得不够充分。 

摘自 2008-8-25【上海证券报】 

 

基金公司左冲右突拓展业务  

今年以来，市场的大幅震荡使得投资者的风险厌恶水平在提高，新基金的发行遭遇了巨

大的“寒流”，除固定收益类基金产品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外，权益类基金产品的募集规模与

牛市中的 2007 年大相径庭。 

与此同时，基金 IPO 市场的低迷和已成立基金资产的缩水对以管理费为主要收入来源

的基金公司构成了相当大的考验，而且，市场上出现了投资者以“巨亏”为由要求基金公司

“停收”或者“降低”管理费的呼声甚高，但是除了个别案例，中国基金公司在管理费方面

的竞争――类似于其他行业的价格竞争――依然波澜不惊。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看，基金公

司整体上仍然维持了盈利的局面。 

目前，中国的基金公司已经达到 60 家，基金业作为新兴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竞争者，

包括国外大型的资产管理机构和国内的相关企业，频频发生的基金公司股权变更也验证了这

个行业内部的暗流汹涌。中国基金业从 1998 年的起步走过了 10 年光阴，这十年竞争发展中，

合资基金公司和内资基金公司各有千秋，内资基金公司在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前 5 家中占据

着绝大部分的名额，而合资基金公司则在投资流程和风险控制上更加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

银行系基金公司的快速崛起为该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竞争和发展仍将是中国基金业下一个

十年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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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今年以来的弱市，基金公司通过出任银行、信托理财产品投资顾问和拓展中小企业

年金业务来期望取得突破。 

据报道，目前已有多家基金公司均曾以投资顾问的身份亮相多只银行或者信托理财产

品。根据媒体方面的不完全统计，从 2007 年下半年至今，基金公司在近 40 只银行理财产品

或信托产品中出任投资顾问。 

通过出任银行和信托理财产品的投资顾问，可以拓展基金公司盈利模式的广度和深度，

发挥其在资产管理业务上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基金公司向着综合型的资产管理机构的目

标迈进。 

在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顾问的竞争中，银行系基金公司有着天然的“血缘优势”，非银行

系基金公司需要更加出色的投资咨询服务才能赢得业务。另一方面，为防止利益输送的发生，

投资顾问业务和基金公司其他业务之间的“防火墙”建设也不容忽视。 

在弱市中拓展业务，中小企业年金也成为众多基金公司竞相追逐的蛋糕。8 月，几家基

金公司都推出了中小企业年金计划。针对中小企业的年金规模相对较小，基金公司采取了合

作模式的投资计划，某些产品由多家基金公司担当投资管理人。   

2008-8-25【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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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美国基民的启示  

随着基金财富效应的不断扩大，基民作为一个流行词汇频繁出现在各类新闻媒体上，

逐渐为广大国人所熟知。投资基金当基民正成为越来越多普通投资者的选择。 

国内的基民生活不过刚刚起步，而基民在国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投资群体了。试

以资本市场最发达、占世界基金市场比重二分之一强的美国为例，基金在美国已有八十多

年的历史，早已成为一种人尽皆知的大众理财工具。据统计，到 2006 年底，美国共同基金

的个人持有比例高达 87.02%，同时，作为成熟市场，本世纪美国该比例基本稳定在 87%的

中心水平上。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约有 48%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

基金持有人达 9600 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数的 1/3。美国 70%的基金投资者至少有 10 年的

投资经历，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 40 岁左右，家庭平均金融资产在 10 万美元以上。从投资

者角度看，这是一个投资意识、能力、经验和年龄都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趣的是，美国的股民也就是个人股票投资者数量远远小于基民。美国目前有 9000 万

户家庭在股票、国债、基金等证券市场进行投资，但是，只有百分之十一（不到 1000 万户）

的投资者自己进行股票证券交易。这和中国高达一亿几千万开户数的庞大股民队伍形成了

鲜明对比。 

是美国人缺乏投资头脑不愿炒股票吗？其实非也。对资本市场历史略有研究的人都不

难发现，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既是不断开发股民的历史，也是不断消灭股民的历史，这

个进程的催化剂就是开放式基金的出现和发展。其结果到了今天，欧美股市最终都变成以

机构投资者为绝对主流。一般小散户股民则大都选择了投靠基金，依赖专业的基金经理为

其搏击跌宕起伏的股市，获取财富的保值增值。 

究其原因，说白了非常简单，因为股市长期发展的历史残酷地证明：普通散户股民投

资股票往往逃脱不了“七二一”的最终结局，那就是七成的人赔钱，二成的人平本，一成

的人赚钱。而美国自从 1924 年第一只开放式基金面世以来，绝大多数基金都是赚钱的，并

且平均年复利投资收益率为 10%～12%。 

风物长宜放眼量，莫以短期成败论基金。要知道，这几十年来美国的基民一样经历过

不少基金投资的持续下跌煎熬，但长期坚持的回报也是非常可观的。中国的长期经济前景

依然值得看好，只要大家坚定信念不为暂时的市场震荡所吓倒，我们也能和美国的幸福基

民一样，过上可以依靠基金轻松投资、快乐投资的美好生活。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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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哪些代销银行可以办理贵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定期定投业务？ 

目前，在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邮政储

蓄银行和兴业银行开通了我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定期定投业务，具体业务操作请遵循各代销

银行的规定，敬请留意。 

 

2、我想通过你们公司的网站，自己来取消纸质对账单，定制电子对账单，应该怎么操作呢？ 

您先点击我公司网站首页右侧的客户俱乐部，选择基金客户登陆，输入基金账号或开

户证件号码、查询密码以及验证码。如您是首次使用登陆客户俱乐部，登陆方法如下：1) 从

2007 年 8 月 17 日及以后申请开户的客户首次登陆时，需输入开户证件号和密码（初始查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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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大写）。  

2) 2007 年 8 月 17 日以前开户的客户首次登陆时，需输入基金账号和密码（初始查询密码

为您基金账号的后 8 位）。 

登陆成功后，选择对账单管理，在电子邮件后面划勾，登记电子邮箱地址，删除纸质

对账单后面的勾，最后确认即可。 

 

3、货币基金是不是不会亏损的，没有任何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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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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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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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