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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90407 20090408 20090409 20090410 

基金净值（元） 0.7267 0.6989 0.7096 0.7279 

累计净值（元） 2.6704 2.6426 2.6533 2.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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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06 20090407 20090408 20090409 20090410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5280 0.2081 0.2015 0.2127 0.2186 

7 日年化收益率 (%) 1.9130 0.6910 0.6790 0.7060 0.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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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07 20090408 20090409 20090410 

基金净值（元） 1.8742 1.8210 1.8444 1.8950 

累计净值（元） 2.5322 2.4790 2.5024 2.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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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07 20090408 20090409 20090410 

基金净值（元） 0.9677 0.9381 0.9484 0.9716 

累计净值（元） 2.2477 2.2181 2.2284 2.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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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07 20090408 20090409 20090410 

基金净值（元） 0.6034 0.5863 0.5948 0.6107 

累计净值（元） 0.6034 0.5863 0.5948 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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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07 20090408 20090409 20090410 

基金净值（元） 1.0090 1.0080 1.0080 1.0080 

累计净值（元） 1.0090 1.0080 1.0080 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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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07 20090408 20090409 20090410 

基金净值（元） 1.0080 1.0060 1.0060 1.0060 

累计净值（元） 1.0080 1.0060 1.0060 1.0060 

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基金净值 (360010) 

日期 20090407 20090408 20090409 20090410 

基金净值（元） - - - 1.0356 

累计净值（元） - - - 1.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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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市场呈震荡走势，周二股指小幅攀升后，周三上证综指大跌 3.76%，创出一

个月以来单日 大跌幅，但 后两个交易日又持续回升，全周录得上涨。总的来看，一周上

证指数及沪深 300 指数小幅上涨 1%，深圳成指上涨 1.1%。 

上周三股指大跌的原因之一为市场担心银监会可能加强银行信贷的风险防范以及央行

态度可能有所转变，使得流动性充裕的状态难以持续，央行 新数据显示，3 月份人民币各

项贷款延续前几个月高增态势，当月增加 1.89 万亿元，远超市场预期，而一季度合计新增

贷款已经超过 4.5 万亿，接近去年全年新增贷款额度。此外，3 月份的贸易数据业已公布，

出口降幅有所收窄，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 3 月份出口下降 17.1%，进口下降 25.1%，

出口下降幅度较上月明显收窄（2 月份出口下降同比下降 25.7%），但进口数据进一步下降

（2 月份进口同比下降 24.1%），使得 3 月份实现贸易顺差 185.6 亿美元，同比增加 41.2%。

市场传闻的乐观宏观数据基本落实，预计将对本周市场形成一定刺激。市场的乐观预期可能

进一步上升。从影响市场的角度和因素去看，投资者预期的方向 重要，在流动性充裕的背

景下，市场可能先将预期发挥到极致，然后再期待预期的能否兑现与否。所以目前来说，有

可能是预期微观环境改善比看到微观环境改善更重要！ 

从一季度货币政策会议的措辞看，没有更激进的表态出现，更强调增加对三农，中小企

业支持力度的结构性调整。未来流动性的力度将完全取决于政策的方向，目前看，短期内明

显转向的可能性还不太大。 

行业上看，外围（有色、石油）期货市场大幅上涨，带动国内煤炭及有色板块亦有不俗

表现，同时煤炭库存持续回落，电煤需求有所增加，前期涨幅相对较小的煤炭板块更成为上

周 A 股市场表现 好的板块；国内外新能源扶持政策预期不减，相关个股（天威保变、特

变电工、金凤科技等）保持强势，使得电气设备板块上周表现抢眼；而在电子信息产业振兴

规划细则正式公布以及“核高基”重大专项入围名单的憧憬下，软件及服务行业走强；钢铁、

银行、交通基础设施等行业则表现落后于大盘。 

展望后市，市场可能将进一步陷入风格特征明显的市场格局，热点切换可能将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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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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1.01% 2.94% 13.23% 28.32% -29.60% 34.24% 16.82%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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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6.92% 3.86% 15.68% 33.08% -31.25% 40.24% 21.22%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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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0.21% 1.27% 12.40% 31.13% -34.50% 40.46% 12.27%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9 年 4 月 10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9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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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 日－2009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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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个交易周银行间市场一级市场发行压力较大，全周共发行了四期国债，两期金融债和

两期地方政府债券 ，其中，关键年期 30 年国债的发行利率水平为 4.02％，边际利率 4.08

％，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给国债市场提供了一定支撑，而同日发行的 7 年国开债却遭到了市

场的冷遇，本期债券计划发行量 200 亿，仅获得 202.1 亿资金参与认购，机构认购热情较

低，导致 终中标利率达到了 3.50％，高于市场之前的预期，直接影响了二级市场的金融

债走势。而周四农发行招标发行的 3 年固息品种，由于其期限较短，因此其中标水平基本与

此前机构的预期接近，对二级市场影响有限。收益率曲线方面，国债和金融债的收益率曲线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行，特别是 5－10 年的品种，国债的收益率上行约 5 个基点，而金

融债的收益率上行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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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周加

权平均利率为 0.8417%，与上周 0.8383%相比上涨了 0.34 个基点。隔夜回购加权利率波

幅极窄，围绕在 0.81%附近波动。七日回购利率波幅稍大，运行在 0.93%-0.97%之间。根

据国债登记公司的数据，目前基金和保险的回购交易量基本保持稳定，而城商行和农信社的

回购交易量有所降低，显示此类机构去杠杆的操作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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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0.24% -0.08% -0.40% 6.87% -0.46% 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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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09 年 4 月 10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9-4-10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1.4373  -0.0821  -0.0809  0.0804  -0.5853  -1.9111  
2y 1.7263  -0.0859  -0.1409  0.0465  -0.4467  -1.7010  
3y 1.9929  -0.0867  -0.1854  0.0196  -0.3425  -1.5270  
5y 2.4625  -0.0807  -0.2328  -0.0159  -0.2055  -1.2598  
7y 2.8532  -0.0673  -0.2333  -0.0303  -0.1111  -1.0534  
10y 3.3074  -0.0389  -0.1680  -0.0211  0.0487  -0.7687  
15y 3.7729  0.0062  0.0325  0.0418  0.3471  -0.3627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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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四月新基金销售继续回暖 平均募资 31.2 亿元  

目前结束募集的 5 只新基金平均募资 31.2 亿元 

延续着 3 月份新基金销售的良好势头，截至今日，4 月以来已经结束募集的 5 只新基金

首募总额超过了 156 亿元，平均每只募集 31.2 亿元。而与此同时，单只新基金的首募规模

再创今年来新高，于昨日公告生效合同的北京某混合型基金首募达 64 亿元， 将今年其他新

基金的首募规模远远甩身后。 

持续回暖 

今年以来，随着基金赚钱效应凸显，新基金销售也随之转暖。截至今日，4 月份共有 5

只新基金结束募集。其中，3 只偏股型基金首募总额达 118 亿元，平均每只募集 39 亿元。

另 2 只债券型基金首募总额为 38 亿元，平均每只募集 19 亿元。 

事实上，今年以来，新基金的销售持续回暖。天相统计数据显示，1 月份，有 6 只新基

金结束募集，平均每只募集 21 亿元。2 月份虽因春节因素仅有 1 只新基金结束募集，但该

只基金的首募规模也超过了 22 亿元。3 月份，新基金密集结束发行，17 只新基金平均每只

募集 20 亿元。 

不仅新基金的发售继续回暖，基民的入市热情也不断高涨。中登公司 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上周基金开户数达到 57720 户，这一数据也是 2009 年以来第 2 大单周基金开户数。 

屡创新高 

事实上，随着新基金销售的持续回暖，新基金的首募规模也不断创新高。短短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偏股型基金的首募规模便被刷新了 3 次。 

统计数据显示，3 月 3 日结束募集的某指数基金首募规模达 36 亿元，创下当时偏股型

基金发行的新高。仅仅 16 天后，广州某基金的首发规模超过了 40 亿元，刷新了此前的首发

记录。而于 4 月 2 日结束募集的北京某基金首募规模更是超过了 64 亿元，再次刷新了 40

亿的首发规模。 

虽然 4 月以来新基金的销售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但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发行的新基金中

包含了 2 只银行系基金，而历史数据证明银行系基金向来有着不错的发行规模。所以，新基

金销售的回暖程度有待继续观察。 

2009-4-10【上海证券报】 

 

投资创业板：基金准备好了吗？  

创业板推出在即，各基金公司是否已对此做好准备？ 

上周，证监会有关创业板 IPO 管理办法出台，当时正在进行募集的上海某基金趁机为

自己的“名正言顺”宣传了一番，卖点在于它是目前“为数不多明确可投资创业板的基金产

品之一”。所谓“明确可投”，是指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这样写道：“若日后推出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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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创业板上市的股票也将自动纳入选择范围。” 

有“明确”，自然就有“不明确”。如果在法律文件中将创业板直接列入投资范围算是“明

确可投”，此前成立的老基金合同中几乎都没有类似的条款，在创业板推出后，它们在其中

的投资是否存在障碍呢？CBN 记者目前了解到，创业板推出后，老基金若将其纳入自己的

投资范围，在合规方面不存在太大障碍，而在风险控制方面还有待于创业板交易细则出台后

进一步明确。 

一位在基金公司从事合规工作的人士认为，一般基金合同都将基金的投资范围定义为 A

股，创业板在此范畴内，所以老基金理论上来说可以直接投资创业板，基金公司不必为此特

意修改合同，证监会也不需要针对这一问题特地发文。不过他估计，基金公司保险起见还是

会向证监会征询意见，而会里可能会以回复函的形式来给出明确说法。 

一位基金公司的督察长表示，创业板是交易平台，基金投资创业板，本质上仍是投资上

市流通的股票，不同于投资权证等有别于 A 股的品种。因此他认为基金公司不必专门就此

征求证监会的意见。 

当然市场也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一位专业人士对 CBN 表示，创业板的风险毕竟与主板

不同。如果基金在合同中已经明确将创业板纳入投资范围，那么在创业板推出后投资于该市

场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契约中原先没有相关条款，并且基金公司在未征得持有人同意的情况

下将创业板加入投资范围，那么就等于放大了基金持有人的风险。 

截至目前，证监会还未就上述问题作正式表态。据说已有基金公司向相关监管部门进行

过咨询，得到的回复是老基金投资创业板无合规障碍，投资前无需征得证监会同意。 

不过，不需要征得证监会的同意不表示证监会将放手不管。上述诸位市场人士均判断，

证监会对于基金投资创业板的监管将主要体现在风险控制的环节。还有业内人士猜测证监会

可能会统一要求各基金公司将对创业板的投资策略在更新招募说明书时加入。至于证监会是

否会就创业板投资出台统一的风控指标，则“关键看证监会认为其中的风险有多大了”。 

由于创业板的交易细则尚未出台，所以各基金公司相关风控工作目前还没启动。 

上述督察长表示，未来应该是结合创业板的特性，重点在价格波动、个股投资集中度、

变现天数等指标上进行风险控制。 

一位基金经理补充说，考虑到创业板的公司以成长型为主，估值相应偏高，所以基金公

司在风控时可能会在估值问题上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指标控制。 

  2009-4-13【第一财经日报】 

 

基金专户理财客户出现多样化 今年规模有望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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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随着股指大幅反弹，基金专户理财获重大进展，各家基金公司专户业务纷纷

实现突破。仅以易方达基金为例，去年四季度以来，该公司基金专户就新增资金逾两亿元。

除了规模的增长外，专户理财目标客户也呈现多样化特征。 

 “一些地方的福利基金会也对专户理财颇感兴趣。”一家基金公司专户人士对上海证券

报透露，基金公司已和一些福利基金会初步达成意向合作协议。非盈利性机构的出现颠覆了

外界对专户客户的老套印象，此前高端个人客户、企业构成了专户理财的主要客户群。 

更为重要的是，专户理财客户群的复杂性可能远超人们的预期，甚至部分券商亦成基金

公司专户业务的潜在群体。“中小券商的研究资源较少，其投资业务风险较大，因此一些中

小券商希望将其自营业务外包给基金公司来操作，中小券商也因此会成为专户业务的重要客

户。”大成基金委托理财部负责人杨磊表示，公司把中小券商的自营资金也作为专户的重要

拓展对象。 

在“一对多”方面，尽管 终细则尚未正式出炉，但来自基金公司的信息显示，基金公

司除了在专户“一对多”业务上进行直销外，与银行等渠道的合作成为基金公司开拓“一对

多”的主要方式之一，包括南方基金、招商基金在内的一些公司均表示，将与银行渠道合作

开拓“一对多业”务。“我们 近和银行渠道做了一些沟通，银行高端客户普遍对专户理财

投资感兴趣。”招商基金相关人士称。 

事实上，银行渠道不仅仅是基金公司开拓“一对多”业务的主要平台，银行、保险等渠

道在传统“一对一”业务上也直接支持了基金专户的拓展。杨磊向上海证券报表示，由于银

行可以加收一定的费用以及屏蔽客户资料，银行对基金公司“挖墙脚”发展专户业务持鼓励

态度，银行私人理财业务中一些原由基金负责的投资顾问项目 终有望发展成基金专户业

务。“我们的首单基金专户即来源于和银行渠道的合作，该单专户由投资顾问业务转换而来。”

杨磊称。 

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中的大客户也对专户投资抱有浓厚兴趣。国内一家基金公司人士透

露，一位投资 QDII 基金达 1 亿元的客户曾希望将其资金转换为 QDII 专户，但当时 QDII 专

户业务尚未出炉，客户只能作罢。时至今日，QDII 专户业务已获得监管部门允许，公募基

金中的大客户有望成为专户理财的目标客户。 

值得一提的是，QDII 专户业务已出现突破性进展。上海某基金公司日前宣布，已于 4

月 3 日与国内知名企业正式签署了首单 QDII 专户合同。   

2009-4-10【上海证券报】 

 
海外： 
机构投资者与对冲基金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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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投资全球市场时需要不同的战略，因此将对冲基金看作一项战略多样化的投

资组合。而对冲基金的策略也在各机构投资者加盟后进行着调整，他们在艰难时刻努力创造

回报，等待行业复苏 

经过去年的金融风暴洗礼， 对冲基金似乎一直在赎回和清盘的阴影中惶惶度日。4 月 2

日 G20 峰会更是首次把对冲基金纳入金融监管。面临规模缩小 30%的对冲基金们可没有闲

暇抱怨。他们深知，机构投资者已成为对冲基金日益重要的资本来源。而机构投资者也对对

冲基金颇为“钟爱”。 

捐赠基金：锁定长远回报 

捐赠基金历来就是对冲基金的一个重要机构投资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曾在熊市获得

数百亿美元收益，就与两所大学的捐赠基金密切相关。有研究人士指出，哈佛和耶鲁的成功

秘诀是将大量资产投入对冲基金。 

目前，经验丰富的专业管理公司已经为两所大学设置了对冲基金项目，成为一种投资新

模式。“捐赠基金的使命是维护子孙后代的利益，平衡这一代人在将来的支出需要。鉴于此，

与其他机构投资者比，捐赠基金看重长远，更愿意长时间承担风险来锁定回报，其回报预期

在年均 8.9 %。”全球咨询机构 Preqin 资深分析师 Richard Wells 表示。 

Richard Wells 介绍，大学捐助基金通常是积极的对冲基金投资者。如塔夫茨大学捐赠基

金就投资了 30 只对冲基金，并表示将在 2009 年维持这一状态。 

主权基金：寻求投资多样化 

管理着全球 3.22 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们也是对冲基金的伙伴。彼德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 Truman 一针见血地说，主权财富基金在投资对冲基金的同时，也在利用杠

杆谋取高收益，他们本质上无异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只是他们的资产不是数亿，而是数万亿。 

主权财富基金要求投资组合多样化。当主流和传统投资领域收益下降时，对冲基金的“另

类”投资策略与主权财富基金一拍即合。Richard Wells 举例，如智利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基金，

其投资组合中包含的对冲基金，能减少资产在市场波动中剧烈缩水。“许多较大的主权财富

基金正向对冲基金靠近。” 

数据显示，目前近 40%的主权财富基金已投资或将投资于对冲资金。Preqin 研究表明，

主权财富基金分配给对冲基金的资产，在未来几年将从目前的 6.83%上升到 8.8%。此外，

也有从对冲基金中全身而退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 

统计显示，目前有 63%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冲基金。只有 31%的亚

洲主权财富基金选择投资对冲基金。Richard Wells 分析，主要是由于亚洲国家相对缺乏经验。 

北美作为一个成熟和大型对冲基金市场，是主权财富基金进入对冲基金的首选。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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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如著名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科威特投资管理局都纷纷抛出橄榄

枝。 

数据表明，目前主权财富基金在中东和亚洲账户数约占其总量的 77%，所以说他们是

主要的对冲基金投资者不足为奇。 

共同基金：重在“创收” 

记者了解到，为了建立更多收入流，并满足投资者对各类投资组合的需求，共同基金中

的部分“先行者”已经把其产品阵容延伸至类对冲基金。这成为共同基金“创收”的重要措

施之一。 

Richard Wells 表示，机构投资者投资全球市场时需要不同的战略，因此将对冲基金看作

一项战略多样化的投资组合。而对冲基金的策略也在各机构投资者加盟后进行着调整，他们

在艰难时刻努力创造回报，等待行业复苏。  

2009-4-10【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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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投基要跟着经济周期走  

经济危机蔓延全球，“衰退、萧条”等字眼天天在挫伤投资者的神经。实际上，经济运

行通常伴随着扩张与收缩的周期交替。每个周期都会经历高涨、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

在衰退后，复苏也将会不期而至。 

为什么股票、债券会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因为经济体扩张过热后必然出现衰退，衰

退到谷底又会逐渐复苏，在不同阶段，企业的盈利能力、利率的高低、货币政策的松紧都会

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股价变动往往比实体经济周期早 3～7 个季度。这也就能够解释去年上

半年 A 股大跌，而经济数据中看不出滑坡迹象，而今年股市出现强劲反弹，但是实体经济

的数据却并未全面回暖。 

一般说，在经济衰退和萧条阶段，应该提高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低风险产品的投资

比重；若经济已经处于复苏和扩张阶段，应逐步加大股票型基金的投资比重；当经济走入衰

退阶段，则应收缩偏股基金，规避风险。如果能够把握经济周期变动的趋势，投资者不难获

得理想的投资回报。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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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我忘了客户俱乐部的登陆密码怎么办？ 

您可以拨打我公司客服热线 400-820-2888 转人工服务，客服人员在确认您所提供的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后，可对您的客户俱乐部登陆密码进行初始化（初始化

后的密码为开户证件的 后 6 位数），之后您可以重新登录我公司网站上的客户俱乐部，输

入基金账号或者开户证件号码、登陆密码以及验证码即可。 

 

2、通过交通银行网银申购基金，费率费是打 4 折还是 8 折的？ 

自 2009 年 2 月 27 日 15:00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15:00 期间，对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申购我公司旗下量化核心、光大红利、光大新增长、光大优势基金的投资者，实行网上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 8 折的优惠(之前申购费率为 4 折优惠)，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0.6%，原

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对申购光大增利（A 类）基金的投资者，目前无

申购费率的优惠，按原费率执行，敬请留意。 

 

3、光大货币基金的收益分配原则是什么？投资者的收益如何体现？ 

光大货币基金的收益分配采用复利分配的方式，即投资者当日分配的收益，在下一日享

受收益分配。本基金每日为投资者计算当日收益并全部分配，每月会对累计收益进行一次集

中结转。若当日净收益大于零时，为投资者记正收益；若当日净收益小于零时，为投资者记

负收益；若当日净收益等于零时，当日投资者不记收益。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

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每月累计收益支付方式目前采用红利再投资（即红利转基金份额）方式，免收再投资费用，

投资者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获得现金收益（以后还可能采用其他收益分配方式，届时另行公

告）。投资者可通过每日的收益公告及时了解基金目前收益状况。基金份额净值固定为人民

币 1 元，收益的增减通过基金份额的增减来体现。若投资者在每月累计收益支付时，其累计

收益为负值，则将缩减投资者基金份额。若投资者赎回时，收益为负值，则将从投资者赎回

基金款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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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