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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90309 20090310 20090311 20090312 20090313 

基金净值（元） 0.6206 0.6321 0.6275 0.6278 0.6263 

累计净值（元） 2.5643 2.5758 2.5712 2.5715 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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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308 20090309 20090310 20090311 20090312 20090313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5912 0.2901 0.2779 0.2875 0.2803 0.2881 

7 日年化收益率 (%) 1.0480 1.0510 1.0490 1.0550 1.0560 1.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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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309 20090310 20090311 20090312 20090313

基金净值（元） 1.6714 1.6950 1.6838 1.6777 1.6700 

累计净值（元） 2.3294 2.3530 2.3418 2.3357 2.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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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309 20090310 20090311 20090312 20090313 

基金净值（元） 0.8471 0.8655 0.8623 0.8596 0.8531 

累计净值（元） 2.1271 2.1455 2.1423 2.1396 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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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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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基金净值 (360007) 

日期 20090309 20090310 20090311 20090312 20090313 

基金净值（元） 0.5359 0.5445 0.5412 0.5408 0.5375 

累计净值（元） 0.5359 0.5445 0.5412 0.5408 0.5375 

业绩比较基准：75%×沪深 300 指数＋25%×天相国债全价指数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A 类）基金净值 (360008) 

日期 20090309 20090310 20090311 20090312 20090313 

基金净值（元） 1.0110 1.0120 1.0120 1.0130 1.0130 

累计净值（元） 1.0110 1.0120 1.0120 1.0130 1.0130 

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C 类）基金净值 (360009) 

日期 20090309 20090310 20090311 20090312 20090313 

基金净值（元） 1.0100 1.0100 1.0110 1.0120 1.0110 

累计净值（元） 1.0100 1.0100 1.0110 1.0120 1.0110 

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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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 “两会”落幕，A 股未能延续前周上涨趋势，录得下跌，全周上证综指下跌 2.93%，

单周振幅 6.69%，全周成交 4112 亿，较前周继续萎缩 25%，呈逐周萎缩之势；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55%，振幅 7.76%，成交金额也大幅萎缩 29%。 市场呈现缩量下行的态势。 

仍显疲弱的经济数据压制了市场上行空间。1-2 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在上周公布完

毕，数据显示，剔除春节因素，1-2 月合计出口同比下降 21.1%，反映出口市场衰退加深，

外需进一步恶化同时贸易顺差大幅缩减，拐点显现； 2 月份 CPI 同比降至-1.2%，通缩如

期而至，而 PPI 则同比降至-4.5%，亦显示 PPI 通缩加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 月份城

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6.5%，但 1-2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 3.8%，大幅低于预期，一

方面显示出口增速大幅放缓使得企业盈利趋于恶化，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工业增

加值的强烈反差显示投资多集中于基础设施等第三产业或者大多为企业库存；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 15.2%，显著低于预期，显示就业和收入压力使得消费逐渐放缓；信贷数

据则有利于市场，2 月份新增贷款 1.07 万亿，新增贷款增速仍保持高位，虽然其中票据贴

现占比进一步上升到 46%，这将削弱信贷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但至少使得市场仍保持

流动性仍可持续的情绪，同时和股指相关度较高的 M1 增速较一月份亦有回升，不过由于

春节因素的影响这一变化也在我们预计之中。 

“两会”期间没有实质性的利好政策出台，但温总理“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做了长

期应对困难的准备，预留了政策空间，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的表态显示日

后进一步的经济刺激举措仍有余地，但我们认为前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尚未实质性的全面铺

开，短期内继续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性有限。 

展望未来，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可能好坏不齐，推动前期市场反弹的经济回暖预期

难以得到确认；如果未来数据难以继续支持经济见底回升的预期，股价反映的乐观情绪将受

挑战。如果难有新的热点形成的话，股市将维持区间振荡的格局，出乎意料的政策（例如降

息、存款准备金下调等货币政策）再次带来市场的做多热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预计本周市场的焦点将转回密集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就上周五披露年报以及发布业绩

预告的 1113 家公司的结果来看，2008 年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约 2000 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41%，虽然市场对 2008 年上市公司业绩不佳已存预期，但不排除实

际公布的年报低于预期给市场带来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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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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 -2.93% 2.21% -8.27% 8.94% -46.39% 16.92% 9.63%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9 年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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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6.92% 2.92% -8.51% 11.53% -46.94% 19.47% 12.48%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9 年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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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4.37% 2.69% -8.93% 11.07% -50.61% 22.16% 6.17%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9 年 3 月 13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9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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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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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其他市场指数一周涨幅  （2009 年 3 月 6 日－2009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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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个交易周影响市场比较大的因素是 10 年国债发行，此期国债为银行配置性主力品种，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 3.05%，边际中标利率为 3.09%，认购倍率 1.98 倍，招标结果基本

符合市场预期。除此以外，上周农发行还招标发行一期三年金融债，略高于市场预期。受到

10 年国债的招标结果支持，市场 7 年以上品种收益率走势平稳。 

而资金面方面，上周银行间市场持续维持宽松态势，资金的供给依然非常充足。其中成

交最为活跃的依然是隔夜品种，包括城商行、农信社在内的机构借短做长的交易需求十分旺

盛。全周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加权平均利率 0.8387%，与上周 0.8349%相比变化不大。 

考虑到本周各项宏观数据均已公布，且截至 3 月底均没有新发国债，在这种市场情况下，

预计二级市场将维持相对平稳的态势，在操作层面继续维持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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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 0.23% 0.18% 0.85% 0.87% 7.59% -0.20% 97.96%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9 年 3 月 13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9-3-13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1.3959 0.0533 -0.2262 -0.0886 0.1509 -1.8231 
2y 1.7025 0.0308 -0.1720 -0.1141 -0.2050 -1.8177 
3y 1.9825 0.0121 -0.1239 -0.1519 -0.4006 -1.7514 
5y 2.4674 -0.0157 -0.0452 -0.2240 -0.4496 -1.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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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 2.8606 -0.0318 0.0126 -0.2394 -0.2734 -1.2208 
10y 3.3002 -0.0386 0.0656 -0.1594 -0.0340 -0.9379 
15y 3.7155 -0.0199 0.0851 0.1213 0.1682 -0.7975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9-3-13 



 

 

8

市场动态 
国内： 
专户理财业务:市场回暖 信心回暖 迎来春天  

《第一财经日报》从多家基金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客户对专户理财业务重拾信心，

老客户增资，新客户入场，基金专户理财业务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深圳某基金称，随着近期市场的回暖，一对一的专户理财业务需求明显增加，还有不少

客户来电咨询一对多业务的进展状况。而就在前不久，两家基金公司分别传出消息，一对一

专户理财客户陆续增加投资额。 

广州某基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向本报记者表示，从前期一对一专户业务的发展情况来

看，一些在沪指 3000 点左右入市的专户已经获得了百分之十几的实际收益。尽管今年的市

场还是不可预测，但应该比去年好，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跃跃试试。由于公司去年在专户投

资方面取得的成绩显著，目前，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来电咨询一对多业务，储备了一批客户

资源。 

除了管理资产和客户的明显增加，专户理财业务的投资方向也在发生明显变化。他表示，

由于去年股市持续单边下跌，大多的专户客户选择了固定收益类产品。但从今年情况来看，

新客户中以权益类的产品比较多，老客户也在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增加权益类资产的比重。

“证监会现在已经明确了专户也可以投资境外市场，产品、仓位限制、投资地域都更具灵活

性。” 

上述变化被看作是基金公司专户理财业务迎来春天的信号。深圳另一基金相关人士表

示，专户理财业务在去年的整体发展状况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大家对这项业务未来的发展

还是有信心的，只要市场有赚钱效应，专户业务就应该有发展的空间。 

而目前专户理财业务的实际客户群究竟是个人还是机构，各家基金公司情况又有不同。 

他表示，现在广州某基金一对一专户的客户群体中个人客户偏多。虽然也有些私营企业

客户，但基本也可以算作个人客户。深圳某基金表示，由于目前法规要求单一客户投资资金

要达到 5000 万以上，所以专户理财客户主要集中在机构和超级个人大户。 

不过，南方某基金机构理财部总经理则称，现在公司一对一专户业务的客户以机构居多。

“事实上，这与我们当时的预期客户群是有差距的。在去年初着手开展一对一专户业务时，

我们预期客户群体应该大多是个人高端客户，但由于去年股市下跌比较大，所以这一块的市

场需求暂时没有释放出来，反而是一些机构客户对专户业务的需求更大。机构客户自己虽然

也在做投资，也曾经购买过公募基金，但相较而言，专户理财业务提供的服务可以更加专业。” 

今年以来股市出现一轮反弹，但他表示，专户业务的委托对象暂时还看不到变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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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发生这样的变化一定是需要大行情。”深圳某基金亦认为，委托对象同去年相比应该不

会有很大的变化。 

深圳某基金表示，由于专户理财业务的准入门槛较高，所以肯定是中高端客户才会是专

户理财的客户群。但中高端客户是选择公募基金还是选择专户理财，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投

资者的风险偏好。 

     2009-3-9【东方早报】 

 

基金管理费下调暂时没戏 专家建议设定浮动区间  

不少基民盼着管理费下调。 

２００８年股票型基金平均亏损５３％，基民资产缩水过半，基金公司却提取高达３０

０亿元的管理费，惹来了基民的一片质疑。此前，２００５年，基民也曾呼吁过下调基金管

理费，后来不了了之。今年两会期间，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暂未考虑

下调基金管理费”的回答，使是否下调基金管理费的争论终结了。 

目前，我国基金的费用主要有管理费、托管费和交易佣金三项。交易佣金是在基金销售

环节可做文章的一项费用，即申购费打折，赎回费随着持有时间的加长而递减，指数型基金

申购费甚至可低至０．３％，由于存在多种选择，所以基民很少抱怨。托管费比例低，仅为

０．２５％，所以一般也不受关注。而年化费率１．５％、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每日计

提的管理费是基民抱怨的焦点。 

日信证券分析师庞剑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管理费问题是基民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博

弈，也就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博弈，证监会不应该承担定价的职能，固定的管理费率肯

定会使基民心理不平衡，去年亏损那么大，基金公司还收那么多管理费，就此，我挺同情基

民的。” 

庞剑峰认为，目前管理费不下调的原因在于，基民是无组织的，基金公司是有组织的，

目前双方博弈的力量中，基金公司明显强于基民，证监会下调基金管理费，必然得罪很多基

金高管。 

而国泰君安基金分析师吴天宇则认为，现行的固定费率有一定合理性。吴天宇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下调基金管理费还有一定难度，它涉及多方面利益，管

理层都表态了，暂未考虑。如果贸然下调，容易滋生道德风险。其实基金公司在牛熊市的付

出是一样的，而且已经调过一次了，２００１年之前，只有封闭式基金的时候，管理费是２．５

％，后来有了开放式基金，下调至１．５％。” 

暂不调整，不代表不该调整。多位分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创新管理费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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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日后应该有所改进。比如证监会可以规定一个区间，基金公司可以自己浮动。  

2009-3-16【深圳特区报】 

 

QDII 专户开闸：外脑非必需品 仅四家“实际够格”  

中国证监会前天表示，允许 9 家同时具备 QDII 资格和专户资格的基金公司，通过 QDII

额度，将专户资金投资海外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QDII 专户”的操作参照基金 QDII 模式但监管部门仅要求基金公

司根据自身需要决定是否聘请海外投资顾问。这显然与之前基金 QDII 必须聘请海外投资顾

问的模式大相径庭。 

中国证监会日前下文，明确允许 9 家同时具备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和专户资

格的基金公司，可以通过 QDII 额度，将专户资金投资海外市场。知情人士昨天透露，监管

部门此次并不要求海外专户“必须”聘请海外投资顾问，这与过去的基金 QDII 业务模式大

相径庭。 

仅四家“实际够格” 

据悉，中国证监会前天正式答复基金公司，允许具有专户资格和 QDII 资格并具有 QDII

额度的基金公司开办专户境外资产管理业务。这意味着，有境外投资需求的机构客户和个人

高端客户，除了通过购买 QDII 基金外，还可以通过专户理财的方式进行境外投资。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获准开展 QDII 专户业务的基金公司必须同时拥有特定资

产管理业务资格（即专户资格）及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即 QDII 资格）。 

基金业人士估计，目前，在国内同时具备这两个资格的 9 家基金公司中，仅有不到 4

家仍有剩余外汇额度，可用于专户客户的境外资产投资。 

首单落定在即 

刚刚开闸的新业务，立即受到机构投资者的热捧，各基金公司也加快推动这块业务。 

上海某基金管理公司有关人士昨天告诉早报记者，前期已和多家有意向“出海”投资的

潜在客户就“QDII 专户”进行了沟通和接触，有关客户对这一新业务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考虑到该公司尚有一定的获批外汇额度可用，其“QDII 专户”目前已进入“随时可能落单”

的状态。 

据了解，基金公司特定客户境外资产管理业务的操作，基本上将在现有的特定资产管理

业务和 QDII 业务的规则框架下进行，但投资比例限制，交易方式和交易对手资质等内容具

体条款，由资产管理人和资产委托人协商确定。 

有关文件还规定，已经获批外汇额度的基金公司可以将尚未使用的额度用于特定客户境

外资产管理业务。 

上海某基金专户业务负责人透露，公司已经准备好了国际指数、环球精选、债券优选三

款产品，并且已有多家机构客户表示出浓厚兴趣，有望尽快实现合作。 

 “机构很感兴趣，因为现在港股的价格，跟 A 股的价差比较明显，机构投资者前段时

间对海外中资股的热情比较高，最近可能都在关注这一块。”一位具备资格的基金公司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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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部负责人说。 

基金业人士相信，开展 QDII 专户业务可以有效缓解 QDII 基金遇冷的局面。专户客户

资金量大，风险承受能力强，通常更容易接受境外投资分散风险的投资理念，但境外投资的

渠道并不畅通，“QDII 专户”业务的开通，有利于拓宽这类客户的投资渠道。 

境外顾问非“必需品” 

据悉，目前基金公司海外专户以“专户”的门槛为参照，最低资金不低于 5000 万元人

民币。不过，其操作则参照基金 QDII 模式，在委托人以人民币投资之后，由基金公司根据

自己的 QDII 投资额度，转换成外币，向海外投资。 

但与基金 QDII 业务的双托管模式有所区别，在监管部门的复函中并未强制使用境内、

境外双托管模式，仅表示应该向有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进行资金托管，如果基金公司聘请海

外托管行，则参照基金 QDII 的托管办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先前必须聘请海外投资顾问的模式，也在改善，在监管部门的有关回

复中，仅要求基金公司根据自身需要决定是否聘请海外投资顾问。这显然与之前的基金 QDII

必须聘请海外投资顾问的模式有区别。 

早报此前曾报道，由于基金 QDII 的海外投资亏损巨大，国内基金业人士质疑必须聘请

海外投资顾问的模式是否必要。北京某基金公司稍早前已正式公告，解除与海外投资顾问—

—瑞士信贷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顾问协议》，此为国内首例 QDII 基金主动与境外顾问解

除合作协议。 

昨天另有报道称，上海某基金已终止与环球投资基金——富达基金（Fidelity Funds）的

QDII 投资顾问合作谈判。 

2009-3-12【东方早报】 

 
银行渠道引入第三方"基金池" 改变理财师主导格局  

据基金公司人士透露，建设银行今年将利用“基金池”来指导基金销售，日后将以基金

池中的基金为重点推荐对象。分析人士指出，这是银行销售规范化的一步，银行网络借用第

三方机构研究结果，可改变目前以理财师主导的销售格局。 

据了解，建行欲牵手银河证券，这是首家借助第三方机构来指导自身基金销售的银行。

银河证券不仅向建设银行提供研究、数据、评价等等研究内容，更会帮助建行建立基金池。 

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均表示，建行这次行动更多是贯彻《基金销售适用性原则》的后续

动作。一位长期从事基金销售的工作人员表示，过去在基金销售的过程中，银行理财师往往

左右销售的成绩，“在一定的原则之上，理财师推产品更多来自其对产品的评价和判断，还

有相当部分因素是激励机制在起着作用。”而投资者相当依赖理财师的判断，虽然一些银行

也采用第三方研究机构的数据来设立一个“重点基金”，以此作为基金推荐的标准。“但入围

重点基金有很多因素在其中，例如股东关系、长期合作、激励机制等等。” 

据悉，目前银河证券仅与建行签署了相关协议，帮助建行完善销售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其他银行还未有此动作。“不过如果建行这样做的话，其他银行也有可能会进行相关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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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毕竟这是与适用性内容相关的一种行为。”一家公司市场总监如此表示。 

不过，一些中小基金公司开始有点紧张。“这个基金池如何建立，如果不能入围基金池

那是不是会在日后的销售中被抛弃？”对这些公司而言，如果不能入选银行的基金池，日后

的销售工作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也有人士表示，利用第三方机构来协助银行基金销售，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理财师的独立行为，并且使基金销售能够有据可查。 

2009-3-16【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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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做爬到塔顶的青蛙  

最近有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让我觉得很有趣也很感慨，很希望同所有的基民朋

友一起分享一下。 

从前，有一群青蛙组织了一场攀爬比赛。最后，其他所有的青蛙都退出了比赛，只剩下

一只，它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成为唯一一只到达塔顶的胜利者。  

很自然，其他所有的青蛙都想知道它是怎么成功的。有一只青蛙跑上前去问那只胜利者：

“你哪来那么大的力气跑完全程？”它惊奇地发现，那只胜利者青蛙原来是个聋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听信那些习惯消极悲观看问题的人，因为他们只会粉碎你

内心最美好的梦想与希望！请你习惯记住你听到的一切充满信心和向上力量的积极话语，因

为所有你听到的话语都有可能影响你的行为。所以，总是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有人告诉你的梦想不可能成真时，你要学会变成聋子，对此充耳不闻！

只要心里想着“我一定能做到”，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信息时代新闻的高速传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我们耳朵里总是会充斥着无数的所谓最新

消息云云。2008 年大盘出现了一波非常剧烈的持续调整，很多基民账面上都遭遇了不同程

度的浮亏。关于大盘还要下跌的传闻在坊间四处散播，不少当初曾决定长期投资的人都按捺

不住了，觉得没有希望了，干脆赎回“杀基”了事。其实，投资是一场考验耐心与恒心的长

跑，从来都不是开始跑得最快的人一定获胜，仔细观察你的周围，往往是最有定力无惧传闻，

能坚持将长期投资进行到底的投资者，才能有机会成为让人羡慕不已的长跑冠军。 

遥想 2004 年、2005 年，那时的基民如果在大盘要崩盘的传闻中丧失了勇气而陷入恐惧，

放弃了坚守早早赎回，就只能在后来大盘一飞冲天的大牛市行情中，徒然叹息“回报可待成

追忆，只悔当时抛太早”了。 

再想想那只能爬上最高塔顶的聋子青蛙，你现在是不是也想做一回“投基”时代的聋子

基民，坚定的持有自己手里的基金，在过滤一切市场传闻中，耐心守候最后登临绝顶的无限

风光呢？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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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在你们公司的网站上如何查询我的基金？  

客户进行网上查询先点击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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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首次使用网上查询，查询方法如下： 

1) 从 2007 年 8 月 17 日及以后申请开户的客户首次登陆网上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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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写）。  

2) 2007 年 8 月 17 日以前开户的客户首次登陆网上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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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定制你们公司的信息需要收费吗？该如何定呢？ 

我公司向客户提供的信息定制都是免费的。 

如果您是我公司的基金客户，您只需输入您的基金账号或者身份证号码和查询密码登陆

客户俱乐部，填写您详细的电子信箱地址和手机号码，选择您所需要的定制内容，例如每日

净值发送、每笔交易确认、电子对账单发送等，我们会及时将您所定制的信息发送到您的手

机或者电子信箱上。您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电话 400-820-2888 转人工服务，在确认您所提

供的姓名和基金账号等资料的准确性后，由客服人员为您开通信息定制服务。 

 

3、我今年年初申购了你们公司的基金，为什么还没有收到基金对账单呢？ 

目前我公司为客户提供的纸质对账单分为季度和年度对账单两种。 

季度对账单将在每季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当季度有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

（一至三季度只为当季有交易的客户邮寄纸质对账单）；年度对账单将在每年度结束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年度对账单的寄送对象包括年度内有交易和持有基

金份额的所有客户）。即您的交易对账单我公司将于第一季度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寄出，

敬请留意。 

为保证对账单寄达的准确率，请您注意核对邮寄地址是否正确。同时我公司也为客户提

供月度电子对账单及账户资产短信提醒服务，客户可通过客服电话 400-820-2888 或我公司

网站的客户俱乐部进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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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