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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81006 20081007 20081008 20081009 20081010 

基金净值（元） 0.6173 0.6116 0.5853 0.5772 0.5528 

累计净值（元） 2.5610 2.5553 2.5290 2.5209 2.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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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05 20081006 20081007 20081008 20081009 20081010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7.5827 0.8420 0.7664 0.8450 0.8592 0.8531 

7 日年化收益率 (%) 3.1230 3.1220 3.0820 3.0830 3.0920 3.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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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06 20081007 20081008 20081009 20081010

基金净值（元） 1.5668 1.5551 1.5145 1.4889 1.4300 

累计净值（元） 2.2248 2.2131 2.1725 2.1469 2.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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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06 20081007 20081008 20081009 20081010 

基金净值（元） 0.7764 0.7689 0.7415 0.7314 0.6990 

累计净值（元） 2.0564 2.0489 2.0215 2.0114 1.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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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06 20081007 20081008 20081009 20081010 

基金净值（元） 0.5179 0.5130 0.4992 0.4932 0.4769 

累计净值（元） 0.5179 0.5130 0.4992 0.4932 0.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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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市场面临巨大考验，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有史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国内市场表现虽然

好于国际市场，但是单周上证综指跌幅 12.78%，振幅达到 13.26%，上海市场一周成交 2164

亿元，沪深 300 指数也下跌 15.01%，跌幅超过上证综指。 

道指单周累计跌幅达 18%。这是道琼斯指数 112 年历史上表现最差的一周，情况之糟

甚至超过了 1987 年“黑色星期一”的一周和 1929 年的任何一周。道指周五的收盘点位创

下 2003 年 4 月 25 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在盘中跌破 8000 点关口，这是道琼斯指数自 2003

年 4 月 1 日以来首次跌破该点位。 

各国政府及央行的大力举措并未能增强银行相互间的信任度。除银行业命运及金融市场

稳定性之外，企业与消费者的融资也要取决于银行间信任的恢复。目前各基金及散户投资者

都在抛售股票以寻求止损，进而导致最初由信贷危机引发的股市下滑状况进一步加剧。这就

是次贷危机――信贷危机――流动性危机的持续深化，投资者都不再愿意借出资金，导致所

有证券资产价格都面临被脚投票的尴尬局面，是一次信心崩溃的危机。 

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提出央行的责任是维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之后，上周我们看到人

行也与全球六大央行同步减息，将存贷利率都降低 27 个基点，同时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

50 个基点，这里面我们可以理解既有放松银根刺激实体经济信贷投放的意图，鉴于中国实

体经济尚不存在流动性逃逸的情况，我们理解降息政策也有稳定金融市场的意图。 

7 国财长在 10 月 10 日达成了协力抵抗金融危机的 5 项共识，其中包括采取各种必

要的措施防止重要金融机构破产，形成贷款担保计划的框架。此外，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亦

将通过国有化的方式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不过面对不轻的财政压力，这些国家需要净储蓄

国认购其国债以筹集足够资金。20 国集团(G7 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各成员国亦承诺采

取一切可能的经济和金融措施以稳定金融市场，使其能够继续正常运作，这将是有史以来第

一次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以渡过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几乎每个国家

的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全球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共同合作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应付

此次危机。 

中国方面，12 日结束的三中全会确立了农村改革发展的长期目标，虽然具体政策尚未

公布，但加强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无疑将是今后政府重点，农民和农村消费有望中长期

逐渐受益。此外，会议在分析经济形势时表示要坚定地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10 月 10 日公布的 3 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基调变化，表示“根据国内外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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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政策……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央行副行长

易纲 11 日在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时也表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此前

预计的更为严重……各主要国家政府和央行更要加强协调政策，在继续抑制通胀压力的同时

也要警惕通缩的出现”。 我们预期政策调整势在必行，包括货币政策转向和财政政策扩张。 

对于市场，短期我们维持谨慎，因为受全球市场动荡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中期看，

估值水平已经较低，政府意图明确，不宜过于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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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7.97% -12.78% -6.98% -30.43% -65.34% -61.98% 2.50%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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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6.92% -14.96% -11.56% -35.63% -67.06% -64.25% 0.35%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8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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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8.91% -14.26% -6.83% -32.82% -66.74% -64.75% -4.76%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8 年 10 月 10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8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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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 日－2008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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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银行间市场收益率水平在国债一级中标收益率水平和央行降息的双重刺激下大幅

下行。央行在周三宣布降息，刺激二级市场成交收益率水平下调，而周五发行的关键年期 3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水平在 2.64％，边际利率 2.70%，大幅低于此前的预期。截至周末，

二级市场中 10 年国债的收益率已经下行到 3.05%附近，市场短期涨幅非常明显。 

在资金面方面，上周银行间市场资金持续宽松，全周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3.158%，较假期前个交易周的 3.2477%相比，降低了约 9 个基点，而周三央行宣布调低 0.5%



 

 

6

的存款准备金率预计也将释放流动性约 2000 多亿，预计此释放的流动性将进一步为债券市

场提供资金面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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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1.58% 3.02% 4.24% 7.54%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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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0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8-10-10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3.0055  -0.6997  -0.1470  -0.3423  -0.1588  0.9506  
2y 3.3898  -0.2915  -0.1175  -0.2504  -0.0768  0.6034  
3y 3.6105  -0.0857  -0.1277  -0.2338  -0.1008  0.3465  
5y 3.7126  -0.0882  -0.2186  -0.3472  -0.3447  0.0388  
7y 3.6152  -0.3212  -0.3230  -0.5233  -0.6470  -0.1014  
10y 3.5754  -0.4939  -0.3596  -0.6576  -0.8352  -0.2116  
15y 3.8257  -0.2988  -0.1904  -0.5836  -0.5623  -0.2733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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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08 年 10 月 15 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从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 0.27 个百分点，

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 

   2008-10-8【人民银行网站】 

 

央行二次降息 强债基金或再遇发展良机  

10 月 8 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

利率各 0.27 个百分点，10 月 15 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就在二十多天前，央行刚刚宣布了 4 年来的首次降低贷款基准利率 0.27 个百分点以及中小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分析人士指出，央行此举将给债券市场带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  

广州某基金的一位人士在国庆节前曾表示，根据目前宏观经济背景看，截至目前，此轮

“债券牛市”仅仅走了 1/3 到 1/2，而且完成这轮债券牛市的概率比较大。事实也验证了该

人士的判断，央行在不足一个月内两次降贷款基准利率，以及降低存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促使广大机构和普通投资者转向债市，催强了债券市场。债券市场近期的走势异常强劲，上

证国债指数不断上涨，尤其是自 9 月初至今进入了快速大幅攀升阶段，截至 10 月 8 日收盘

报 117.61 点，创历史新高。  

上海某基金分析人士表示，本次央行利率和准备金率双降符合预期。一方面是配合全球

主要央行的救市，另一方面也是应对中国经济周期下滑、货币内生性紧缩的需要。此次 9

大央行联手救市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很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市场将会有较好的表现。由于

世界经济毕竟还是处于下行周期， 此次救市行动对经济中长期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摩根士丹利近日预测称中国央行将在今年至 2009 年间共降息四至五次，国内各大券商

研究所也纷纷预测中国正逐渐步入降息周期，利率下调空间较大。专家表示，在利率平滑政

策的引导之下，降息将很可能选择以小步分步的形式，在此预期之下，债券市场仍将是长期

向好。这些因素无疑对债券市场构成巨大利好，给债券市场带来了第二次发展到良机。  

此前，受多种因素影响，A 股市场自去年 10 月见顶回落，股票市场的不景气给债券市

场带来了第一次快速发展的机会。据和讯基金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以来新发行的债

券型基金已经将近 30 只，数量接近了今年新发行股票型基金，一改过去两年股票型基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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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枝独秀的局面。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报告显示，今年年初到 10 月 8 日，股票型基

金平均跌幅达到 49.12%，而债券型基金平均取得了 1.89%的收益。尤其是一些强债型基金

表现抢眼，表现出了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2008-10-11【证券时报】 

 

合理配置债券基金稳固理财组合 

今年以来，不断上升的债券市场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基金拟任基金

经理于海颖认为，普通投资者直接购买债券最大的障碍是可供投资的债券品种不够丰富，同

时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和专业知识，很难准确判断债券的风险收益状况。目前，随着债券市

场的逐步健全，债券品种可谓琳琅满目，但除了国债、金融债外，次级债，企业短期融资券，

商业银行普通金融债、外币债券等品种都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个人投资者不能直接参

与交易。同时，也因为债券品种越来越多，各种债券的风险收益状况各不相同，比如近期受

到市场热捧的无担保企业债，如果不深入了解企业实际运行状况，很可能不是错过投资机会

就是承担致命的风险。因此，配置债券基金是稳固理财组合、抵御风险的重要手段。 

业内专家指出，美国债券型基金规模达 17576 亿，债券基金规模已占美国共同基金规模

的 15％。债券型基金收益虽然没有股票型基金高，但风险也相对较小。作为一种低风险、

收益较稳健的投资品种，债券型基金是国内外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必要选择。 于海颖提醒投

资者，在选择债券基金时应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收益标准理性购买，不要忽视投资组合

的重要性，无论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基金产品均应合理配置，这样才能降低投资风险。 

据 Wind 统计显示， 2006、2007 年两年，A 股牛气冲天，而我国债券基金却一直维持

着 200 亿—300 亿的管理规模，2006 年第四季度，债券基金规模甚至跌至 175.35 亿份。不

过，这种股热债冷的格局从 2007 年第四季度起开始扭转，当时 A 股市场开始向下调整，股

票基金的发行越来越困难，而债券基金开始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据统计，今年已经获批发行

的 75 只新基金中债券型基金达到 25 只，而去年全年才获批两只债券基金。另外，今年 17

新发债券基金募集规模已超过 630.4 亿元，刷新了历史纪录。目前国内共有 44 只债券基金，

总规模已达 1266.75 亿份，债券基金总规模比 2006 年底增长达 7 倍。相比前两年股票基金

“一股独大”的现象，债券基金正逐渐成为中国基金市场的“当家花旦”。  

   2008-10-12【东方早报】 

 

上海证监局搭桥：你可以近距离观察沪上基金  

全球金融海啸不断，A 股"地震"声响连连，生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中国基金业再度面临

一场洗礼，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化继续考验着这个年满十周岁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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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全国基金总资产已缩水 1 万亿元以上；而面对大

盘的接连调整与基金净值的大幅下跌，众多投资者开始对基金经理怨声载道，并不断怀疑着

基金公司的投资策略与理念。 

投资者的抱怨情绪不难理解。但不容忽视的是，相当数量的基民对基金公司的指责也源

于对基金投资存在的种种误解。事实上，如何帮助基民较为正确地认识基金公司，如何进一

步增强基民与基金公司的沟通互动，已成现阶段基金市场参与各方的当务之急。 

为使投资者较为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基金公司，增强基民与基金公司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10 月 10 日，由上海地区 30 家基金公司共同主办、上海证监局指导、东方财富网承办、理

财周报特别支持承办的"2008 走近基金系列活动"在沪正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向投资者客观地反映基金公司现状，展示基金公司的风控、投资、

决策流程；积极倡导、推进"基金销售适用性原则"，促使基金公司与基金销售机构向投资者

推荐与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理财周报将跟进报

道系列活动，第一时间呈现给全国范围的投资者。 

"2008 走近基金系列活动"为期 3 个月，活动由在线路演、总裁专访、业务座谈会、基金

观察团和基金行业沙龙等五大内容组成。其中，作为开章之篇，10 月 10 日下午 3 点至 5 点，

上海地区 30 家基金公司以"稳健为本、风控为先"为主题进行集体在线路演，与投资者共论

基金公司的管理机制与风险控制。 

此后，活动还将通过对沪上基金公司总裁的专访，组织投资者、媒体和专家学者参观基

金公司，开展"基金销售适用性原则"的座谈会、举办基金行业沙龙等多种形式，让不同年龄、

不同身份的投资者与基金公司"零距离"接触，以便更客观、更深入地了解基金公司的投资、

风控、管理理念，推广"基金销售适用性原则"。 

近年来，上海基金业始终致力于为基金公司与投资者搭建良好的互动平台，积极推动上

海基金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2007 年 6 月底，为期半年的"上海基金业投资者教育系列活动

"在沪启动，仅首场在线路演便吸引了近 478 万名投资者的积极关注，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基

金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面对面交流。 

2008-10-13【理财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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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降息环境下投资基金四要点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宣布，１０月９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０．２７

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连同１０月１５日起下调存款类金

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０．５个百分点及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共

同促成了对证券市场的重大利好。面对降息环境，投资者在基金产品选择上还应当把握以

下四个方面的要点。 

首先，调整投资目标和方向。降息意味着经济放缓及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但对有效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刺激企业投资的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投资者关注优质股票型基

金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类基金管理人将会选择较多的绩优上市公司，尤其是行业龙头等

作为重仓股配置。降息在刺激企业投资的同时，为投资者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推动股价

上涨，将会带动这些基金净值的增长。 

其次，一般说的利率指的是银行存款的利息。当银行利率上升时，大量资金就会纷纷

流向储蓄存款，债券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当银行利率下降时，大量资金就会纷纷流出储

蓄存款，债券价格就会上升，对债券型基金构成实质性利好。有利于债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有利于债券型基金净值的提升，对于稳定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是非常有利的。因此，债券型

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应当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并在投资组合的配置上有所体现。 

第三，理财思路要跟进。尽管降息对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产生积极作用，但对

于投资者来讲，也要有积极的理财思路跟进，及时调整投资理念。在看待债券型基金及货

币市场基金收益时应当客观，优化组合结构，制定合理的收益预期。不能因为市场有利，

就盲目放大其收益预期，或者进行集中投资。 

最后，注意利率变动对现有债券型基金的影响。可以说，对于债券的分析主要侧重于

债券型基金的久期及信用素质等分析。久期是指一只债券的加权到期时间。从久期与利率

变动的关系上看，如果债券基金的久期是５年，当市场利率下降１％时，该债券型基金的

净值约增加５％。这也造成了持有久期不同的债券型基金的净值影响也是不同的，投资者

可以进行优化分析。 

   来源：【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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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增利收益债券型基金的认购费用是如何计算的？ 

（1）投资者在认购 A 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前端认购费,费率按认购金额递减,具体如下:  

认购金额(含认购费)  前端认购费率  

100 万元以下  0.8％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500 万元以下  0.6％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1000 万元以下  0.3％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 每笔 1,000.00 元  

（2）投资者如认购 C 类基金份额,则前端认购费为 0（需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每年

0.4%的销售服务费）。 

 

2、增利收益债券型基金的认购份额是如何计算的？ 

本基金 A 类、C 类基金份额的初始面值均为 1.00 元。  

（1）当投资者选择认购 A 类基金份额时,认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a．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认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前端认购费率) 

前端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数＝(净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1.00 元  

b.认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认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认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前端认购费用  

认购份数＝(净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1.00 元  

（2）当投资者选择认购 C 类基金份额时,认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份数＝(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1.00 元  

（3）认购份额的计算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

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客户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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