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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901 20080902 20080903 20080904 20080905 

基金净值（元） 0.7158 0.7082 0.6929 0.6926 0.6723 

累计净值（元） 2.6595 2.6519 2.6366 2.6363 2.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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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831 20080901 20080902 20080903 20080904 20080905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1.5057 0.9532 0.7076 0.7118 0.8298 0.7497 

7 日年化收益率 (%) 4.3090 4.4200 2.8910 2.8600 2.8900 2.8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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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01 20080902 20080903 20080904 20080905

基金净值（元） 1.7914 1.7641 1.7306 1.7301 1.6865 

累计净值（元） 2.4494 2.4221 2.3886 2.3881 2.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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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01 20080902 20080903 20080904 20080905 

基金净值（元） 0.8592 0.8545 0.8429 0.8426 0.8152 

累计净值（元） 2.1392 2.1345 2.1229 2.1226 2.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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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01 20080902 20080903 20080904 20080905 

基金净值（元） 0.5690 0.5636 0.5535 0.5533 0.5404 

累计净值（元） 0.5690 0.5636 0.5535 0.5533 0.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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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市场继续缩量下跌，沪市和深市分别在周四和周二创下 265 亿和 122 亿的 低成

交金额记录，上海市场一周成交 1447 亿元，也是行情下跌以来 低，上证综指下跌 8.13%，

沪深 300 指数下跌 8.71%甚至超过上证综指水平，这也是上周一些老牌绩优股和机构集中

持有股轮番下跌的真实体现。按目前的市场成交水准，市场已经陷入流动性逃逸的低迷境地，

趋势下跌的特征较为明显。跌幅相对较小的行业是估值已经绝对便宜的黑色金属以及基本面

早恶化跌幅较大的纺织和公用事业，跌幅较大的行业是采掘、金融服务、农林牧渔；但是

市场更为关注的是苏宁，双汇，茅台大商等一批老牌白马股的下跌。 

沪深交易所 9 月 4 日同时出台了新的《股票上市规则》，将于 10 月 1 日生效。总体看，

新规则强调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及与国际规则及惯例的接轨，也进一步适应全流通市场的需

要。 

2008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规定》征

求意见稿，从定价原则看：仍旧给予发行者和购买者一定的折价空间，为参与者减小了定价

的市场风险； 1-6 年的期限和赎回/回售条款的设定，更赋予该品种备兑证（衍生品）特性，

也大大丰富其内涵，但这样也决定了该品种不容易具有同质性大面积推开，需要个别突破后

才能看清其市场认可与接受程度；换股价格的设定高于发行金额的价格设定，实际已经包含

了对购买者的 低收益保证，这是该债券能够推开的一个保证。 

从政策面看，我们必然真正走向全流通市场，但是维护市场稳定的决心也得以体现，举

措也才刚刚出台，本周末一些宏观数据将陆续出台，我们拭目以待，预计由于奥运的影响，

8 月的一些数据都将不太好，但如果优于市场预期，将可能对市场心理有所帮助，毕竟周末

美国政府已经出台了 70 年来 大的救助措施，而国内 A 股经过惨烈下跌之后不可否认已经

进入长期投资价值区域，值得投资的个股正在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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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8.13% -8.43% -18.15% -34.29% -58.53% -58.14% 0.00%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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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6.92% -8.82% -18.58% -36.71% -59.71% -58.9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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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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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5.25% -6.30% -17.98% -40.28% -61.76% -61.38% -5.75%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9 月 5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9 月 5 日） 

900
1100
1300
1500
1700
1900
2100
2300
2500
2700
2900
3100
3300
3500
3700
3900
4100
4300
4500
4700
4900
5100
5300
5500
5700
5900
6100
6300
6500

新华富时A200

上证指数

上证红利指数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其他市场指数一周涨幅  （2008 年 8 月 29 日－2008 年 9 月 5 日）  

-0.09

-0.08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0

0.01

0.02

上
证
B股

深
综
B股

巨
潮
小
盘

巨
潮
中
盘

万
得
蓝
筹
280

深
证
100R

沪
深
300

巨
潮
大
盘

上
证
50

中
小
板
指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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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收益率与前周相比继续向下小幅移动，特别是 15 年以上国债品种，市

场短期涨幅非常明显。考虑到近期国债一级市场发行属于真空，且短期市场流动性充裕，因

此目前的债券收益率水平还有待一级市场招标利率水平的检验。9 月 19 日财政部将发行 10

年期关键年期国债，此期国债预计将成为近期市场变动的风向标，其收益率水平值得关注。 

市场资金面方面，央行上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净回笼资金总量为 1190 亿元，为近

一个月回笼力度 大的一周，但近期由于仅有一只小盘股发行，且短期无大规模新债发行，

因此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仍较为充裕，全周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7488%，与上

周 2.7099%相比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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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0.26% 0.21% 0.70% 0.67% 3.68%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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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5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9-5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3917  -0.1726  0.0441  -0.1376  0.3340  0.4887  
2y 3.6871  0.0286  0.0105  0.0060  0.2908  0.8263  
3y 3.8891  0.1236  -0.0119  0.0631  0.2595  0.9339  
5y 4.0906  0.0993  -0.0272  0.0036  0.2252  0.6917  
7y 4.1527  -0.0357  -0.0098  -0.1431  0.2176  0.2287  
10y 4.2361  -0.1174  0.0588  -0.2542  0.2322  -0.1467  
15y 4.4244  0.0426  0.2133  -0.1397  0.2992  0.054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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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市场趋势未定 基金配置保持流动性   

奥运之后，股市摇摆不定。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加剧了投资者的观望情绪。

从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看，虽然目前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宏观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但是这种

不平衡还是结构性的成分居多，中国目前不存在全面衰退的风险，内需和投资将越来越成为

中国经济的引擎。“抑通胀，保增长”成为目前经济面 核心的任务。  

而投资基金是较好地把握经济增长手段之一，基金经理会根据市场行情、分析上市公司

绩效，再进行实地调研， 后进行资产的配置。只要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趋势明朗，就

可以坚持长期投资。证券市场的短期调整并不能阻碍市场长期向上态势，而且市场短期走势

不可预测，预测市场长期走势的概率相对会高得多。 

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的积累，投资行为的思路应该以 微调对多变，对于外部环境的多

变应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样才能以正确的心态去冷静面对基金净值的涨跌。当市场处于整体

上升时期，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型、指数型基金 佳；当市场进行大幅调整时应及时多

配比一些攻守兼备的混合型基金或收益稳健的债券型基金，以达投资收益的平衡。 

显然，当前股市下跌是系统性风险在作怪，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利率风险和

购买力风险的综合作用对股市产生了影响，因此不只影响单只股票或单只基金，对整个市场

都会产生影响。在市场趋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基金投资者应严格控制系统风险，增强投资

组合防御性。高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宜过高；同时配置一定比例的债券型和货币型基金，保持

整体组合的流动性水平。 

在市场的迷茫期，要选择一个让投资者自己信任的基金管理公司很关键。因为基金理财

的好与坏与投资者所托付的基金公司有密切关系，一个优秀的基金公司体现为：公司股权稳

定、信誉良好、无违法违规记录、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完善等特点。我们经常说的基金需要

长期投资，其 大的考验也正是对基金公司的信任问题，选择一些优秀的基金公司来获得完

整的多种类产品和良好服务，会让基金投资的生涯获益良多。 

   2008-9-4【东方早报】 

 

生不逢时 基金专户负重前行  

自今年 2 月份监管部门公布 9 家基金公司获得专户理财资格至今，基金专户理财已运作

了整整半年。然而基金专户理财似乎重演 QDII 所遭遇的景象，从起步时的喧嚣到半年后的

沉寂，这 终让业界谈及专户理财时多了一份冷静：基金专户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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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签约 30 亿远低于预期 

今年 3 月底，广州两家基金公司高调宣布签下国内首批专户合同，然而与外界期望专户

理财会广受欢迎所不同的是，基金专户开闸半年来显现的是另一种景象：远低于预期。 

截至目前，已有 30 家基金公司获得专户理财业务资格，但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

开展实质性投资运作的却不足 10 家，以规模计算，基金专户理财业务自开闸已来的已披露

正式签约规模仅约 30 亿。此外，上海某基金早前曾表示，其草签一项十亿元的合同，但中

海基金截至目前未透露该事项进展。 

从基金公司方面看，专户理财市场还存在不均衡的特点。尽管基金专户业务开展已有半

年时间，但首先获得该业务的九家基金公司中却有半数基金公司未有实质性进展。“我们已

经与几个客户进行了一些接触，也达成了一些意向，但鉴于目前市场状况，正式的合同可能

还需要一段时间。”一名基金公司的专户理财负责人日前表示。 

与一些基金公司仍为首单合同埋头奋斗所不同的是，另一些基金公司在专户市场表现得

游刃有余。广州某基金显然是目前各家开展专户业务公司中 引人瞩目的。“我们公司的专

户理财客户包括了国企、民企、上市公司以及个人等多类主体，专户理财规模达到 10 亿元。”

该基金人士表示。10 亿元的规模尽管总数并不算大，但从当前该业务签约的整体规模来看，

易方达一家基金公司就瓜分了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今年六月上旬，在某基金公司公开表示正式签署一单 5 亿规模的专户理财合同后，基金

专户理财再次陷入间歇性的“沉寂”，至今已达三个月。 

投资 

弱市难独善其身 

天相统计数据显示，59 家基金公司旗下 364 只基金今年上半年净亏损 1.08 万亿元，创

历史同期的 高亏损纪录。当公募基金因为弱市环境出现巨额亏损时，基金专户投资也很难

独善其身，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何投资者对其兴趣不大。 

 “资金的安全性是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一位基金专户管理人士表示，潜在的专户

投资者“惧”市的原因与其他投资者别无二致，即担心不稳定的市场可能造成资金亏损。 

而实际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关于基金专户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消息已见诸报端。深圳一

名专户投资经理向《上海证券报》表示，“今年上半年专户理财出现亏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公募基金已经出现了那么大的亏损额。”这位投资经理称，虽然目前未开展实质性投资

运作，但其公司专户业务避开上半年的市场也许是一种幸运。 

对上半年的基金专户而言，盈亏平衡似乎已是一种不错的结果。“我们的专户业务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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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投资运作很稳定。”上海某专户理财总监向本报记者表示，其公司专户理财业务目前没

有出现亏损，但也没有多少盈利，基本上维持盈亏平衡的状况。 

如同公募基金在上半年采取的低仓策略，基金专户的投资运作同样十分谨慎。“基金专

户在弱市环境里不会采取满仓操作，保持较低的股票仓位是很重要，也不会重仓买入某只股

票。”一位专户投资总监向《上海证券报》表示，较低仓位操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避免亏损，

“专户理财不同于公募基金，一旦出现亏损必然面临客户的问责。” 

对此，广州某基金专户理财负责人认为，基金专户理财大都是一年期合同，如果出现亏

损，合同期满后，非常有可能出现失去客户。“除了经常性的电话联系外，我们每个月都会

针对客户公布基金专户的月报，就一些投资运作的问题与客户进行双向沟通。”他向记者表

示。 

收入 

分成无从谈起 

基金公司为备战专户理财曾纷纷聘请明星基金经理主战专户，如深圳某基金投资总监转

任另一家基金担当专户投资总监，其他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也纷纷转战专户理财。基金公司

为了专户理财耗费这么多人力的 基本考虑无疑是打造品牌、获取利润。那么现在基金公司

的专户理财收入如何？ 

由于专户理财的收入主要包括管理费和超额收益提成，一旦基金专户面临亏损，固定管

理费将成为基金专户唯一的收入来源。“基金公司可以从专户理财业务中收取不低于同类证

券投资基金费率 60%的固定管理费，基本上是按日计提，按月支付。”广州某位专户负责人

介绍。 

假设以目前股票型基金一年 1.5%的年费率计算，股票投资方向的专户理财的固定管理

费年费率 低可为 0.9%，再假定目前 30 亿的基金专户全部为股票型产品，且基金专户的资

金在一年内盈亏平衡，那么目前参与专户实质性运作的基金公司一年收取的管理费至少达到

2700 万，其中广州某基金一年 低可收取 900 万的管理费收入。但由于市场、产品、合同

内容等不同因素，实际情况与上述数据将有不小的差距。 

此外，基金专户管理费与公募基金相比，也显然是小巫见大巫。数据显示，尽管公募基

金上半年出现巨额亏损，但上半年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仍然达到 188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一倍。 

 “从现阶段看，基金专户管理费不足为提，基金公司的盈利主要依靠公募基金管理费

收入。”深圳一家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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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时间来证明 

弱市并非是唯一影响基金专户业务的因素。当一系列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出台后，

基金专户可能遇到了新的竞争者。2008 年 5 月，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

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7 月，浙江成为国内首个对此作出正式反应的省份。 

而到了今年 8 月，这一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央行再次提出建议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

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发展。 

而就在此时，有关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湖北、江苏、福建、

江西等地亦紧随浙江之后实施一系列收编民间资本的举措。 以江苏为例，江苏于今年 7 月

份诞生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根据江苏省政府文件规定，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门槛

是江苏苏南地区为 5000 万元，苏中 3000 万元，江苏拟年内增设 15 家类似的小额贷款公司。 

由于数万亿的民间闲置资金一直被认为是基金专户的重要市场，对于门槛 5000 万的基

金专户而言， 低注册资本同为 5000 万的小额贷款公司一旦纷纷成立，必定要向基金专户

市场分一杯羹。亦有基金专户人士向《上海证券报》证实，公司专户理财的客户中有民间放

贷人士。“该客户在民间信贷上可获得的月回报率为 3%。”这位基金人士透露。 

当民间信贷向合法化转型后，基金专户市场开拓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民间资本完全可

能将手中的闲散资金用来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这就要求基金专户比民

间信贷体现出更大的收益优势，但从目前阶段两者的收益预期来看，做到这一点似乎不大可

能。 

从各种公开信息显示，小额贷款公司亦有大举开闸之势，而各路资金亦对小额贷款公司

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专户理财未来的市场开拓或许将不平坦，不过考虑到目前小额贷款公司

牌照依然较为稀缺，基金专户理财短期内将不大可能受到较大冲击。“作为基金专户重要市

场的民间资本， 主要的决定因素将是基金专户自身的投研实力，实力还是靠业绩来证明，

良好的投资实力自然会吸引足够的资金和客户。”一位市场人士如此表示。 

但显然，基金专户的实力和业绩不仅需要时间来磨炼，更需要时间来证明。 

2008-9-8【上海证券报】 

 

股指期货的尽早推出将为公募基金管理带来机遇  

作为即将推出的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不仅会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也将为我

国公募基金管理带来机遇。通过双向交易机制和杠杆效应，股指期货将有利于公募基金灵活

调整投资策略、优化资产组合配置、强化风险收益控制。 

（一）灵活调整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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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资产的短期战术策略而言，由于股指期货具有杠杆效应，通过对股指期货头寸的

调整代替股票仓位的调整，将大大降低基金的交易成本，从而提升资金的管理效率。而通过

对个股的对冲操作，股指期货还可以消除股市的系统性风险。这样，无论大盘指数是涨是跌，

公募基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灵活调整投资组合，而不必被迫在股市大跌时出售配置中的

股票资产，从而改变原有的投资策略。 

比如，当公募基金需要进行资产组合调整时，通常存在短期内买卖大量股票现货的可能。

此时，通过运用对应数量的股指期货头寸，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直接买卖股票而导致

交易量过大造成的成本增加。另外，在公募基金募集初期，从资金开始募集至到位期间，通

过用少量资金购买股指期货进行建仓，可以及时把握好的建仓机会。建仓之后锁定成本，股

票现货的买卖就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并根据市场具体情况和环境操作，从而灵活进行投资

策略调整。 

（二）优化资产组合配置 

根据国内公募基金相关监管法规，公募基金需要在资产组合中保持 5%左右的货币性资

产。但持有货币性资产而不是全部进行投资，无疑不利于基金资产组合的优化配置。而股指

期货合约，特别是其近月到期合约一般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再加上其杠杆特性，基金经理就

可以在保留这 5%货币性资产的同时，用少量的股指期货头寸来替代作为机会成本而损失的

5%股票组合。这既满足了约束条件，又使得整个资产组合可以较好地反映基金的投资目标，

而且还提高了资产组合的流动性。 

指数基金尤其受益。由于 5％现金比例的硬性要求，我国现有的指数基金（不包括 ETF）

多只能保持 95%的股票投资比例，而无法百分之百跟踪相应的标的指数，这是目前指数

基金普遍与标的指数产生一定偏离的主要原因。随着股指期货的推出，这种局面可以得到改

善。同时，当基金投资组合中存在跟踪指数的部分时，加入股指期货还能够提高追踪效果。 

（三）强化风险收益控制 

参考海外基金对股指期货的使用，基金资产以一定比例参与股指期货投资，可以实现套

期保值和风险控制。此外，除了严格被动跟踪指数的少数几只基金外，其他的所有主动型基

金和对指数加以调整的增强型指数基金还可以从无风险套利中获益。 

目前，国内的保本基金由于缺乏对冲工具，投资效率并不高，股指期货的推出可以产生

新的保本机制，从而以低成本、高效率帮助基金实现投资目标。可以预见的是，运用股指期

货和无风险资产施行 CPPI（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策略将是未来国内公募基金实行

投资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 

总之，考虑股指期货的特殊性和公募基金的发展现状，监管部门应当借鉴海外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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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在适当范围内允许公募基金在投资组合中引入股指期货，

同时指引基金管理公司结合我国市场具体实际，遵循合适的模式进行规范的管理和操作。 

2008-9-5【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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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长期投资的四个误区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长期投资”这个词如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内投资者所接受。

在当前“跌跌不休”的国内证券市场上，“长期投资”似乎成为用来说服投资者继续留在这

个变化莫测的市场中的 佳理由。不可否认的是，投资大师巴菲特是长期投资的坚定信奉

者，其连续 43 年年均 21.1%的投资收益的确引来无数投资者的“顶礼膜拜”，但扪心自问，

有多少投资者真正理解了长期投资的本质？充斥市场的种种言论无不反映出对长期投资理

念的一知半解，甚至是不求甚解，也由此便产生出许多对长期投资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盲目持有而不考虑宏观经济基本面变化 

一般来说，只要时间足够长，股票指数总是会创出新高的，这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有

时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作用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但是因此不考虑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

济基本面而盲目的长期持有，这是长期投资的一大误区。如果一家公司所处国家或地区经

济基本面出现不利局面，“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将侵蚀掉绝大多

数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误区二：盲目持有而不考虑企业质地 

市场上有一类我们称之为“买股票买成股东”的投资者，他们往往盲目推崇或者错误

理解长期投资理念，不分青红皂白的买入持有，以为只要捂着手上的股票，股价迟早能回

来或者赚钱。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谬误。我们为什么要长期投资，是希望长期内企业能够

不断成长，并分享到财富增长的成果，但我们很多投资者却把捂着基本面没有改善希望的

垃圾股也算做长期投资，这是一种误区。 

误区三：盲目持有而不考虑企业基本面发生根本变化 

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宏观环境会不断变化，企业竞争中可能犯种种的战略错误，企

业也不可避免的有其特定生命周期规律，这些都决定了长盛不衰的企业是极为少见的。一

直维持高速增长的公司更是不可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自 1896 年设立以来，至今只有 GE

是唯一没有变更的成份公司。美国情况如此，中国目前发展变化极快的市场背景下更是如

此。今天的绩优股很有可能就变成明天的垃圾股，所以选择了一只好股票，以为就可以一

劳永逸的一直持有下去就是长期投资，这是另一种误区。 

误区四：盲目持有而不考虑估值水平 

基金经理彼得·林奇曾说过：好公司也要在很好的位置去购买。长期投资的前提是持

有那些长期价值低估而且具有竞争优势的好公司；如果股价已经充分反映而且透支合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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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就不值得长期投资了，在这个时候，投资者应该做的是卖出而不是继续持有，更不应

该买入。以为只要是好企业的股票，不问价格就买入持有，也是国内投资者对于长期投资

的常见误区。 

中国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上市公司，但从股市中获

得丰厚回报的投资者却很少，其中“过于慷慨”的出价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市场中

一直有一种论调：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成长这么好，我们的股市就应该涨，出现大幅下跌就

一定是不正常的，这其实是缺乏对估值水平的判断和考虑。1992 年，16 年前上证指数就达

到过 1400 点，跟 2400 点的指数比较，70%的涨幅（忽略了分红率的影响）完全没有跑赢

期间的通货膨胀水平。同样道理，2007 年在 6000 点附近入市的投资者又不知道何年才能

有满意的投资回报？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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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请问，我能在农业银行办理基金定投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是否有费率上的优惠呢，

低定投起点是多少？ 

由于目前农业银行只代销了我公司旗下的光大红利基金，因此通过农业银行只能办理

光大红利的基金定期定投。 

从 2008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通过农业银行办理的定期定投业务可以享

受申购费率优惠，其申购费率在该基金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8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

不低于 0.6%，农业银行的定期定投业务的 低定投起点是人民币 100 元，敬请留意。 

 

2、为什么你们公司网站上的公告我都没有办法打开？ 

我公司对外发布的文件都是 PDF 格式的，需要在电脑上安装 PDF 阅读器才可以打开该

格式的文件。 

您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epf.com.cn，在首页上方的客户服务里点击“下载中心”，

找到常用工具类中的“PDF 阅读器”，点击“立即下载”后，会链接到 ADOBE 的官方网站，

在该网站上方的“下载”内选择“下载 Adobe Reader”,下载成功并安装后即可阅读我公司

对外发布的 PDF 格式的文件。 

 

3、我原来可以进行网上查询的现在怎么找不到了？ 

我公司网站已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进行了改版，原来老版本的“网上查询”现已更新

为网站首页右边的“客户俱乐部”。 

您先点击“客户俱乐部”选择左边的“基金客户”进行登陆，登陆方式和以前老网站

上的网上查询的登陆方式一样，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或者基金账号、查询密码以及验证码

即可。 

 

4、我的网上查询密码忘记了，无法登陆客户俱乐部了，怎么办？ 

如果您忘记了网上查询的密码，请致电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20-2888，由坐席人

员在核对您的个人信息之后为您办理查询密码的初始化，初始化后回到开户证件号的 后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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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