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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0916 20080917 20080918 20080919 

基金净值（元） 0.5993 0.5710 0.5664 0.6175 

累计净值（元） 2.5430 2.5147 2.5101 2.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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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15 20080916 20080917 20080918 20080919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2.3553 0.7616 0.7873 0.7975 0.8018 

7 日年化收益率 (%) 2.9120 2.9040 2.9000 2.9010 2.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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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16 20080917 20080918 20080919 

基金净值（元） 1.4806 1.4471 1.4252 1.5479 

累计净值（元） 2.1386 2.1051 2.0832 2.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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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16 20080917 20080918 20080919 

基金净值（元） 0.7369 0.7192 0.7115 0.7726 

累计净值（元） 2.0169 1.9992 1.9915 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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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16 20080917 20080918 20080919 

基金净值（元） 0.4979 0.4868 0.4804 0.5124 

累计净值（元） 0.4979 0.4868 0.4804 0.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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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市场跌宕起伏，主要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和金融机构危机的影响，市场持续呈现

恐慌下跌，与全球股市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同。期间美国政府频频出手挽救金融市场，接管金

融机构，而中国在央行于周一意外减息之后，也终于在周四推出了调整印花税单边征收和汇

金公司入市以及鼓励央企回购增持股份的组合拳举措，最终在周五全线涨停，上演惊心动魄

和蔚为壮观的一周。上周只有四个交易日，上海市场一周成交 1560 亿元，较前周增加，上

证综指下跌 0.22%，但振幅达到 13.12%，深证成指上涨 3.16%，振幅 12.46%，深市成交

696 亿也较前周增加。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23%，振幅为 12.9%。银行股先跌后升，主要

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国金融机构危机和国内汇金入市的影响。 

上周发布的宏观数据不多，而央行在周一的意外减息和部分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看作

加息周期和从紧政策的结束，我们也倾向于该政策已经有稳定金融市场“救市”的考虑，之

后由于美国局势的恶化，尤其在美国政府不救助雷曼兄弟以后，市场对美国金融机构的道德

风险的担忧大大加深，AIG 的崩溃最终迫使美国政府接管了它，但是也已经引起全球金融市

场恐慌，各国央行都在救助短期金融市场和干预股市，中国政府也在周四出台了系列措施以

稳定市场情绪。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还未结束，未来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将逐步显现，但是我们也在刚过

去的这个周末看见美国政府出台了大萧条以来最大力度的救市措施以解决金融机构坏账从

而避免流动性枯竭。中国政府的最新基调已经是一保一防，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

止大的起落”。所以我们不应对中国经济前景太过悲观，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也是维持经济稳

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短期而言，由于市场超跌过深，我们对市场保持一定乐观，长期则

需要选股才能创造价值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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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 -0.22% -5.78% -11.49% -24.51% -61.54% -60.56% 4.27%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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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 -6.92% -5.47% -12.11% -24.87% -62.37% -61.19% 4.32%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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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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2.57% -0.82% -7.25% -25.76% -64.13% -61.69% -1.21%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9 月 19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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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2 日－2008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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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周前期维持充裕态势，但临近周五资金逐步偏紧，债券质押式回

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8944%，与上周 2.7045%相比上涨了 0.1899 个百分点。现券市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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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调低贷款基准利率和部分金融机构准备金率调整的政策给市场提供了较强支撑，市场上

周仍维持上涨态势。 

央行上周的公开市场操作的中标利率水平均较小幅下调，其中，一年期央票中标利率水

平为 4.0258%,三个月中标利率水平为 3.357%，而预计此中标利率水平也将对近期的市场

提供支撑。而市场收益率方面，上周招标发行的 10 年期国债中标利率水平为 3.68%,边际利

率水平为 3.74%,与市场此前预期水平基本一致，而本周由于临近十一长假，市场资金面略

显紧张，在这种背景下，预计短期市场会面临小幅调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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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0.71% 1.39% 1.73% 2.07% 5.56% 4.49% 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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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9-19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2.9798  -0.3958  -0.4119  -0.5063  0.1736  -0.0241  
2y 3.1538  -0.4631  -0.5333  -0.5709  -0.0831  0.1929  
3y 3.3263  -0.4617  -0.5628  -0.5804  -0.2253  0.2665  
5y 3.6506  -0.3295  -0.4400  -0.4889  -0.2665  0.1332  
7y 3.9216  -0.1523  -0.2311  -0.3410  -0.1501  -0.1222  
10y 4.1854  -0.0389  -0.0507  -0.1851  -0.0016  -0.2642  
15y 4.3347  -0.1906  -0.0897  -0.0959  0.0974  0.0745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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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配置债券基金正当时 

2008 年的股票市场必然会给投资者留下一个深刻的记忆，保守投资成为目前投资策略

的重要趋势。近期市场仍然低迷，如果不想承担较大的风险，可以考虑收益率和风险都比较

低的债券型基金。据天相数据统计，2005－2007 年，我国债券型基金平均年收益率达 15.07

％。 

理财专家认为，债券市场的春天很可能才开始不久，目前阶段，可以将债券型基金作为

核心配置，同时适当加入平衡型基金，从而有助于基金资产的稳定。偏股型基金的持有人，

目前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型基金作为自己资产的战略配置，最终实现优化自己投资组合目的。 

债券型基金是把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市场的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

收益率都介于混合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之间，其申（认）购费率、赎回费率、管理费率一

般业低于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它一方面适合于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另一方面也应

成为投资者构建投资者组合的必要配置。但债券型基金也是有风险的，债券型基金的风险主

要包括利率风险、信用风险、通胀风险等。因此，在选择债券基金时，投资者首先也要从自

身的客观情况出发，选择符合自己风险收益特征和理财目标的基金产品。从长期来看，债券

基金相对于股票基金来说，具有低风险、稳定收益的特征，更适合那些中长期闲置、以追求

低风险和稳定收益为目标的资金。与此同时，债券基金也是投资者投资组合中重要的低风险

组成部分。投资者应该对债券基金的风险和收益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将债券基金收益与股票

基金进行简单对比，要清楚投资债券基金同样具有一定风险，选择时应该谨慎。 

   2008-9-18【东方早报】 

 

基金焦点由“股”转“债”  

迭创新低的股市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大反弹，不过基金焦点是否会就此重新由“债”转

“基”，尚是个未知数。近日债市陡然发力，继今年一季度的快速上扬后，近期国债指数和

企债指数连续拉出长阳，企债指数甚至出现连续两个交易日的涨幅均超过 1%。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挤出效应导致的资金不断流入，以及通胀回落预期和央行突然降息

的政策利好，债市将迎来一轮大牛市，债券型基金将因此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债券牛市将至 

债市近期的火爆有些出乎投资者的预料，无论是国债还是企业债均强劲上扬，而新发的

债券也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企债指数近三个交易日涨幅高达 2.6%，国债指数近三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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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涨幅也达到 0.7%，而万科债上市首日涨幅一度高达 7%以上。 

分析人士认为，这预示着债券牛市已经到来，目前正是投资债券的好机会。国泰君安分

析师姜超认为，“双率”下调标志着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全面转向，降息周期已经展开，而

债券市场也将迎来至少半年的牛市。 

江南证券分析师康海荣则指出，宏观经济周期分成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资

产配置，其中衰退阶段加大债券配置比例，而随着我国 GDP 增速和 CPI 涨幅的下滑，我国

的投资周期已经进入固定收益债券时代。 

深圳某基金则表示，8 月份 CPI 数据的回落速度超越了市场预期，央行随即宣布降息导

致前期加息预期落空是推动此轮债市“走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宏观经济的放缓与通

胀压力的回落也有可能进一步推高债券价格。鹏华基金指出，股市财富效应的淡化有可能推

动部分避险资金进入债市，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也有可能推动银行资金进入债市，这

些因素也有可能推动年内债券市场“牛市”行情得以延续。 

债基备受青睐 

随着债市的日益火爆，投资者的焦点也开始从股票型基金转移到债券型基金，而基金公

司也纷纷投其所好，发行新的债券型基金。在供需两旺的情况下，债券型基金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共有 64 只新基金发行成立，其中，债券型基金共 19 只，发行额高

达 673.52 亿元，为历史最高，几乎是 2007 全年债券型基金发行总额的 5 倍多。加上正在发

行的债券型基金，今年内成立的债券型基金总额将超过过去 5 年的总和。而在债券型基金数

量和规模扩张的同时，债基的业绩也表现抢眼。据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8 月 26 日，在

已披露半年报的 25 家基金公司中，股票型基金上半年亏损高达 3416 亿元，而同期债券型基

金亏损额为 3.34 亿元。值得称道的是，今年以来成立的新债券基金保持了无一亏损的骄人

战绩。 

基金公司也非常看好债基的前景。上海某债券基金拟任基金经理表示，包括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在内的诸多因素，都为债市走牛提供了利好，同时，国家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加大债

权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比重，将为债券型基金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在这样的市场

背景下，该基金将在全面评估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基础上，充分运用各种套

利策略提升组合的持有期收益率。 

2008-9-20【中国证券报】 

 

基金经理一致认可目前 A 股估值  



 

 

8

经过今年以来的连续调整，目前 A 股市场系统性风险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释放，基金经

理一致认可当前 A 股估值。本次调查数据显示：50%的基金经理认为，A 股市场在 2000 点

的位置，估值水平处于合理区域，另有 50%的基金经理认为估值已经明显被低估，具备长

期投资价值。  

正是由于对估值的认可，有 54%认为 A 股跌破 2000 点是对宏观经济转向反应过度。另

有 46%认为这一点位基本符合宏观经济走势，但 1800 点作为阶段性底部的判断则得到普遍

认可，对该判断的支持率达到 80%。在不少基金经理看来，上周五沪指一举收复 2000 点，

除了救市政策的刺激因素，更有效的支撑还来自于估值上的优势。从估值来看，经过大幅下

跌后，两市动态市盈率仅 14 倍多，已接近于 2005 年 6 月 6 日上证综指创出 998.23 低点时

14.31 倍的水平，估值优势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基金经理 2000 点之下已有加仓行为。一位基金经理在 2000

点前仓位曾经处于六成的最低限，但是跌破这一整数大观后累积加仓约 15 个点，其中周四

加仓 7 个点。“虽然踩对了周五救市政策的节奏，但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赌，而是觉得这个点

位显然已经跌得过头。”有的基金经理还表示，如果市场下跌就买，如果不下跌，则谨慎地

维持仓位。  

尽管认可当前 A 股估值，但是由于担心经济滞涨、美国金融危机、大小非和投资者信

心等问题，70%的基金经理认为 A 股可能重回 2000 点之下并在这一区间展开震荡。  

2008-9-22【证券时报】 

 

海外： 

在金融风暴漩涡中的美国基金  

雷曼兄弟、美林和 AIG 最近发生的一连串危机，犹如被卷入金融市场的“黑洞”，投资

者只看到不断的巨额资产被疯狂的吞噬。 

回顾这三大巨头今年的表现，金融市场的变幻莫测不得不让我们保持敬畏的态度，不止

一位投资大师告诫我们，不要试图预测市场的短期波动。截止到 2008 年 9 月 18 日，雷曼的

股价几乎是做自由落体运动，已经跌去了 99.9％，市值仅仅为 3 千 6 百万美元，全球保险巨

头 AIG 也毫不“逊色”,今年以来股价下跌了 95％余，市值缩水到仅为 72 亿美元，而另一

巨头美林状况稍好，今年以来股价蒸发了 57.5％，市值为 337 亿美元。 

对美国共同基金投资者来说，他们迫切地想知道这场堪称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将给他们

的投资造成多大的损失，如何通过适时的调整投资组合来应对当前混乱的局面。而目前市场

上却是风声鹤唳一片，到处充满了各种噪音和恐惧，投资者此时可能更需要一种着眼长期的



 

 

9

投资策略，需要耐心等待市场的投资机会来避免过度的恐慌，正如牛市中应力戒过度的贪婪。

即使如此，市场中的部分基金总比其他的有着更高的金融股票仓位，而且有些恰恰是较重配

置到雷曼、美林和 AIG 这三只股票上，持有这些基金的投资者脑海里闪过的念头很可能是：

到底在雷曼、美林和 AIG 上持有多高的仓位？对基金表现构成了严重的影响吗？需要卖出

所持有基金的全部或者部分吗？下面，我们就顺着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来对这些基金进行探

究。 

根据各基金最新的投资组合日期，我们筛选出分别在雷曼、美林和 AIG 资产配置比重

最高的前 5 只基金，因为所有的投资组合日期在 7 月 31 日前，所以我们可以估算即使基金

不对在这三家股票的仓位做出调整，目前它们的仓位比重应该随着股价的下降而大幅下调，

随之是基金的表现也受到影响。在筛选出的基金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金融行业类

基金，总共有 5 只占列表基金的三分之一。从投资管理人方面看，富达旗下的基金有三只，

其中富达精选保险在 AIG 上的仓位比重高达 16.7％；另一只摩根士丹利金融服务在雷曼和

美林上均有较重的资产配置，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基金的表现，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列表

中有投资者比较熟悉的基金，如美盛合伙人积极成长和剪选基金。下面我们就和投资者一起

来探究这些处于暴风雨中心的基金。数据如无特别说明截止到 2008 年 8 月 31 日。 

摩根士丹利金融服务 

今年以来回报：-36.74％。 

该基金在雷曼和美林均有较重的仓位，截止到 2008 年 6 月末其在这两只股票的仓位比

重分为 3.22％和 4.74％，两家投行暴风雨中飘摇的股价给基金的表现蒙上重重的阴影。该基

金今年以来回报为-36.74％，大幅落后同类基金和标普 500 指数 16 和 25 个百分点之多。基

金的长期业绩表现也不甚理想，最近 5 年和最近 10 年的年化回报率分别排在同类基金的末

10％和 20％。从投资风格看，该基金表现出了集中持股、低换手率等为价值投资者所奉行

的特点。截止到 2008 年 6 月末，该基金的十大重仓股资产比重达到 54.14％，所持有的股票

数量也只有 25 只，年换手率为 47％，但这些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回报。令人联想到之前我

们对美国共同基金的研究发现，对于集中持股、低换手率的“长期投资群体”基金，多数基

金业绩相对平庸，能够缔造辉煌战果的仅是少数优秀的基金经理。 

美盛合伙人积极成长 

今年以来回报：-11.67％。 

截止到 2008 年 6 月末该基金在雷曼上的股票仓位为 3.19％，但考虑到雷曼在接下来如

此惨重的暴跌几乎变成“仙股”的背景下，依然伤害到基金的表现。基金今年以来下跌了

11.67％，表现略优于同类基金，但是该基金在 2007 年大幅落后同类基金超过 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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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基金最近 3 年、5 年的年化回报率排在同类基金的末 2％和 20％，但是该基金在 2004

年以来的其他自然年度度均战胜同类基金，而基金目前正从 2007 年的黯淡中恢复过来，事

实上，基金的 10 年年化回报率排在同类基金的前 2％，达到 12.17％。该基金的基金经理弗

里曼（Freeman）作为一名资深的投资人在长期展现出优秀的投资能力和意志。该基金对雷

曼的投资可以追溯到 1995 年，当时弗里曼看好雷曼的投资银行业务，而之后雷曼确实给该

基金带来了不菲的回报，但雷曼的轰然倒下终究成为弗里曼投资生涯的一大遗憾。弗里曼投

资的一大特点是善于发现那些在早期表现出很强的成长潜力并会一直持有这些股票；也因为

如此，由于所持股票往往从小公司成为行业的龙头，从小盘型转变为大盘型，基金的风格也

随之变化。弗里曼在选股上的耐心程度从基金的换手率可见一斑，基金年换手率经常以个位

数出现，不管市场环境是牛市还是熊市。 

富达精选投资银行 

今年以来回报：-20.09％。 

虽然该基金在雷曼上的投资遭受重大损失，但基金的今年以来回报仍达到同类基金平

均。而且，基金自 2005 年以来的 3 个自然年度均大幅超越同类基金，其中 2005 年回报接近

30％，高出同类平均 23 个百分点，在次贷危机暴发的 2007 年，基金也仅为损失了 0.15％，

领先同类基金 11.49 个百分点。资产配置是该基金的一个特色，目前基金有着将近 18％的现

金资产，而且配置在美国之外的资产比重为 23.11％。 

富达精选保险 

今年以来回报：-28.3％。 

作为富达另一只专注于金融行业的基金，富达精选保险长期表现中规中矩。该基金 5

年和 10 年年化回报率分别排名同类基金的前 56％和 23％。AIG 的股票资产比重和该股今年

以来的严重缩水使得该基金业绩受到严重的冲击。该基金是目前晨星金融行业基金中唯一一

只集中投资于保险股的品种，也使得其投资范围相当的狭窄。 

从以上对雷曼、美林和 AIG 资产配置比重较大的基金中看，对个股投资的失误并不能

导致否定该基金投资价值的结论，我们仍然看到某些基金在今年的风暴中表现坚强，而且有

着持续的投资策略和长期较优的投资业绩。对其中大部分基金来说，相对重仓雷曼、美林和

AIG 确实给基金的短期业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2008-9-22【晨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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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换个视角看基金 

本月 12 日，A 股报收 2079 点，从去年 10 月的 6124 点上已经下跌了 64.77%。16 日，

A 股跌破 2000 点，报收 1986 点。截至 9 月 8 日，153 只股票型基金和 57 只混合型偏股基

金今年以来平均下跌幅度分别达到 46.91%和 46.83%，接近“腰斩”。17 只指数型基金净值

已经朝“四折”靠近，平均下跌 56.45%，另外 35 只平衡型基金则平均下跌 40.23%。看到

这些数字，相信会在不少投资者心中掀起很大的波澜。不过投资严格意义上讲是一场数字

游戏。优秀的数字思考者巴比伦人，他们很早就明白，数量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衡

量和表达，而从多个角度看待事物可以开阔眼界，还能培养创造性思维。 

相信这些数字让很多投资者郁闷不已。不过我们知道，父母总是会提醒孩子：冰激凌

化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提醒成年人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境。 

美国期货基金管理人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一书中，引述了居

住在公园大街高档住宅区的一位律师的故事。这是一个一辈子有着非凡成就记录的人。他

的成绩超过了所有的高中同学，因此被哈佛大学录取。他超过了 90%的哈佛同学，因此被

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然后，他又超出了法学院中 60%的同学，因此被纽约的一家大型律

师事务所录用。尽管他获得了如此成就，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因为如果与他所居住

的公园大街的其他住户相比，他仍然处于这个社会的底部。 

我们没必要为这个虚构的形象流泪，但他说明了学术界所称的“幸存者偏见”。 相信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有着相似的经历，虽然可能只是在更小的范围内的经历。这个虚构的

形象虽然早已经“超过”了很多的竞争对手，但与另一些人比，他得出了心理上的悲伤结

果。 

也许换个视角的话，再看今年以来惨不忍睹的基金业绩，我们心理上会轻松点。 

相关数据显示，经历了 3 年近乎完整牛熊周期的 100 只偏股型基金，平均总回报率高

达 164%。其中，46 只基金总回报在 200%以上。从 2006 年 12 月 18 日起至 2008 年 9 月 2

日期间，大盘经过一轮上涨又回到了原点，但期间具有可比数据的偏股基金的复权收益率

平均达到了 33.69%。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视角的重要性并非一个新兴概念。换个视角你也许会发现熊市带

来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它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便宜货和充足的时间。而当我们寻

找低市盈率的股票和便宜的基金时，另一种偏见就产生了。如果一家有实力的公司的股价

刚好在市场上处于低迷状态时被我们捡个正着，那当然好极了；运气好的时候，也许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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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付出一个满意的“双倍回报”。然而，低市盈率股票和便宜的基金世界里不可避免地

包括那些前途受到市场质疑的公司，换句话说，这里面既包括未来的幸存者，也包括未来

被淘汰的对象，所以，在这部分市场中，投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去粗取精的能力。 

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发现。理财专家认为：不管是整体股票市场、单个股

票还是商品期货，其实都运行在自身的周期和轨迹中。这个周期就像波浪一样，没有永远

的单边市，总是不断起伏。而认真研究运行的轨迹就能看出一段时间的核心趋势，所以应

坚持四个字：顺势而为。这种周期性的存在，对于投资市场长期发展来看，未必不是好事

情。 

“幸存者偏见”让我们过于悲观，而面对低市盈率股票和便宜基金时的侥幸心态又让

我们大意。单边牛市的结束并没有让一些投资者真正接受。这让很多人弄坏了心态，以致

损失越来越大。股市变化无常，我们也需要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态来看市场。不同的

视角带来不同的心态，而投资的心态是影响投资行为的首要因素，投资人应该正确认识股

市的风险，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乐观的心态理性对待投资的得与失。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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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在什么时期、什么地方可以认购到你们公司新发行的债券基金？  

您可以在 9 月 22 日至 10 月 24 日期间通过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

京银行、宁波银行、光大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山西证券、平安证券、

中信金通证券、广发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东方证券、湘财

证券、国元证券以及兴业证券认购我公司新发行的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为什么 9 月 16 日的净值出现如此巨大的波动，是不是你们的估值算错了？ 

9 月 16 日的净值除当日股票下跌浮动的影响外，估值方法也进行了调整。9 月 12 日中

国证监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 号文），

基金公司自 9 月 16 日起对基金持有的、涉及长期停牌的股票按指导意见进行重新估值，由

于调整了估值方法造成净值的大幅波动。 

 

3、新的估值方法是什么？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对存在活跃市场的投资品

种，如估值日无市价，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了影响

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使潜在影响证券价格的所有投资品种的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

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以上的，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等因素，调整最

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值”。根据该指导意见，基金公司普遍采用指数收益法对长期停牌

的股票进行估值，即在估值日，以该股票所上市的交易所行业分类指数中对应的行业指数的

日收益率作为该股票的收益率，根据上述所得的收益率计算该股票当日的公允价值。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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