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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090427 20090428 20090429 20090430 

基金净值（元） 0.7032 0.7056 0.7288 0.7303 

累计净值（元） 2.6469 2.6493 2.6725 2.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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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6 20090427 20090428 20090429 20090430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4710 0.2302 0.2244 0.2287 0.2371 

7 日年化收益率 (%) 0.8300 0.8360 0.8370 0.8420 0.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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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7 20090428 20090429 20090430 

基金净值（元） 1.8637 1.8692 1.9169 1.9343 

累计净值（元） 2.5217 2.5272 2.5749 2.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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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7 20090428 20090429 20090430 

基金净值（元） 0.9552 0.9601 0.9828 0.9881 

累计净值（元） 2.2352 2.2401 2.2628 2.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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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7 20090428 20090429 20090430 

基金净值（元） 0.5983 0.6007 0.6191 0.6248 

累计净值（元） 0.5983 0.6007 0.6191 0.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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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7 20090428 20090429 20090430 

基金净值（元） 1.0070 1.0060 1.0070 1.0080 

累计净值（元） 1.0070 1.0060 1.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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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7 20090428 20090429 20090430 

基金净值（元） 1.0050 1.0050 1.0050 1.0060 

累计净值（元） 1.0050 1.0050 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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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7 20090428 20090429 20090430 

基金净值（元） - - 1.0388 1.0423 

累计净值（元） - - 1.0388 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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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场呈现先抑后扬的走势，周初主要是受到“猪流感”疫情的突发打击。总

的来看，上证指数一周上涨 1.18%，振幅为 4.85%；沪深 300 上涨 1.94%，振幅 5.99%。

成交量略显萎缩。 

周初市场受“猪流感”疫情的意外影响，心态略显恐慌。但是后期市场在乐观传言下积

极走好，且部分乐观传言很快兑现。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现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

比例进行调整，降低城市轨道交通、煤炭、机场、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铁路、公路、商

品住房、邮政、信息产业、钾肥等项目资本金比例，同时适当提高属于“两高一资”的电石、

铁合金、烧碱、焦炭、黄磷项目以及电解铝、玉米深加工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这项政策有助

于打消部分投资者对财政刺激（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进展持续性的担忧，同时稳固市场对

未来保增长政策延续性的预期，对股市总体提供一定的支撑。是一项明显的扩大杠杆的政策

也就是再杠杆化，其深远影响不可低估。各相关行业表现预计随股价前期的表现而略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政策包含房地产行业，显示了政府深知房地产是推动社会投资和消费的

关键环节。因此，我们可以预计未来政策将继续对这个行业在供需两方面进行扶持，对房地

产板块影响正面。如果房地产投资在今后能够较快回升，则对宏观经济整体上有较大的正面

影响。 

沪深 300 指数的 08 年 4 季报和 09 年 1 季报已经披露完成，我们注意到，沪深 300 四

季度净利润大于所有 A 股净利润，显示其他股票是总体亏损的，说明沪深 300 总体稳健性

要好于全市场。 

沪深 300 成分股 09 年 1 季报 1882 亿和去年 4 季报 466 亿的净利润差距主要来自管理

费用差额 545 亿元和公允价值变动 348 亿元，合计 893 亿元，此外，投资收益，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合计差异 301 亿元。管理费用在 08 年 4 季度的异常增长主要应该来自于“计提减

值准备”。 

总体上，沪深 300 指数 2008 年净利润 7589 亿元，而根据 2009 年一季度的 1882 亿元

利润，2009 年实现 8000 亿以上净利润较合理，利润增长 5%是可以达到的。 

总体上，目前市场除了受到“猪流感的疫情影响外，目前大幅向下的催化剂并不明显，

周末公布的 PMI 指标持续小幅走高达到 53.5%，将对市场信心构成支撑。信贷数据也将要

公布，预计维持 27%以上增幅不成问题。所以市场在宏观复苏预期的支撑下，估计不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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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深幅调整，总体的方向仍将是震荡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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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 1.18% -1.05% 4.40% 24.46% -32.91% 36.07% 17.58%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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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 -6.92% -0.87% 4.35% 27.43% -34.21% 41.57% 21.77%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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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 0.37% -2.69% 3.99% 26.12% -38.08% 42.56% 12.97% 
资料来源：天相投资系统，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0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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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其他市场指数一周涨幅  （2009 年 4 月 17 日－2009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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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债券市场综述 

上个交易周债券市场整体走势相对平稳，上周临近五一假期，因此市场交投不太活跃，

全周多数期限品种收益率基本维持此前水平。而市场资金面方面，市场虽然临近假期，但假

期因素并不十分明显，全周资金面仍十分充裕，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0.8477%，与

上周 0.8491%相比下跌了 0.0014%。 

本周影响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外宏观数据的公布和一级市场发行，本周

一级市场将发行一期 10 年期国债，此期限国债的发行将为二级市场的走势提供重要指引，

预计将受到银行投资户、保险等主力品种的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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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0.13% 0.23% 0.15% 0.35% 7.02% -0.13% 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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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09-4-30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1.8730  0.1461  0.1248  0.3692  0.4763  -1.3753  
2y 2.1374  0.0894  0.1220  0.3368  0.4216  -1.2704  
3y 2.3633  0.0473  0.1038  0.2927  0.3128  -1.1824  
5y 2.7188  -0.0003  0.0359  0.1835  0.0377  -1.0461  
7y 2.9772  -0.0130  -0.0498  0.0688  -0.1729  -0.9451  
10y 3.2655  -0.0013  -0.1478  -0.0543  -0.2868  -0.8081  
15y 3.6819  0.0098  -0.1004  -0.0166  0.0161  -0.4877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0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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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新设股基平均募集 23 亿 新增入市 A 股资金 高 400 亿  

4 月 30 日，上海某股票型基金正式成立，首次募集为 26.65 亿份。部分业内人士将这

看成是市场趋稳的信号。由于该基金公司既不是银行系基金，也不是资产规模前十基金，从

某种意义上说，其募集资金的数量更具说服力，基本可以代表一般投资人对股票型基金的认

同程度。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股票型基金平均募集 22.62 亿份，混合型基金平均募集 25.58

亿份；债券型基金平均募集 10.99 亿份。 

《证券日报》研究中心估计，今年前 4 个月来发行的偏股型基金或为股市带来新增入市

资金 高可达 400 亿元。 

2、3 月份新基金发行持平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30 日，今年以来，共发行了 47 只新基金，其中，股票型基

金 15 只，混合型基金 9 只，债券型基金 19 只，货币型基金 4 只， 

从月份看，1 月份共有 5 只新基金开始募集，均是债券型基金；2 月份共有 17 只基金

开始募集，其中，有 6 只股票型基金，4 只混合型基金，7 只债券型基金；3 月新基金的发

行量与 2 月份持平，也是 17 只，不过，股票型基金当月发行的数量是 7 只，混合型基金是

4 只，债券型基金是 6 只；4 月份共有 8 只新基金发行，2 只股票型基金，1 只混合型基金，

2 只债券型基金和 2 只货币型基金。 

如此看来，今年的 2、3 月份是新基金发行的小高潮期，偏股型基金发行的数量相当。 

股票型基金平均募集近 23 亿 银行系基金募集金额 多 

从募集的金额来看，股票型基金中，除正在发行的万家精选和国泰区位优势 2 只股票型

基金尚未结束募集外，今年以来 13 股票型基金共募集 294.113 亿份，平均募集 22.62 亿份；

混合型基金中，除两只基金尚未公布募集金额外，今年以来 7 只混合型基金共募集 179.064

亿份，平均募集 25.58 亿份；已结束募集的 16 只债券型基金共募得 175.816 亿份，平均募

集 10.99 亿份。 

安信证券的相关研究报告称，由于 A 股市场今年一季度“小阳春”行情得以持续， 3

月份以来偏股型基金在发行数量、募集总规模和平均规模上都较此前大幅上升，但各家基金

公司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报告分析，募集较多的产品其管理人过往业绩较好，或者是创

新产品吸引眼球，或者得到股东渠道的强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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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募集金额超过 40 亿以上的有 3 只基金，其中有 2 只是银行系基金，

wind 数据显示，规模 大的基金募集 64.655 亿份，创下今年以来新基金募集的 高金额，

其次是上海某股票型基金，募集 44.707 亿份，第三位的是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基金，募集

了 40.917 亿份，北京某指数基金紧随其后，募集 36.064 亿份。 

按照股票型基金 60%～90%的投资比例，294 亿元的募集金额会为股市带来 176～264

亿的入市资金量；而按照混合型基金 30%～80%的投资比例计算，会为股市带来 53.7 亿～

143.2 亿元的入市资金量；债券型基金投资股市的比例极少，甚至有的债券型基金不参与二

级市场的股票交易，故忽略不计。 

因此，4 个月来发行的偏股型基金会为股市带来 229.7 亿～407.2 亿元的入市资金。  

2009-5-4【证券日报】 

 

基金促销硝烟四起 渠道间比拼优惠  

五一节刚过，基金公司的产品促销活动扑面而来。在渠道优惠力度方面，银行和券商、

银行与银行间拼得不可开交。 

昨日和今日有数十家基金公司发布公告称，将参加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网上

申购基金和基金定投的优惠活动。从发布的公告不难发现，中国银行在这波优惠促销活动中

声势 大，参与其活动的基金家数也 多。 

记者在一家基金公司的公告中看到中国银行的优惠情况。大致是：活动期间，凡“通过

中国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基金”或“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8)，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在银行大造声势，吸引投资者眼球的同时，券商也不甘寂寞。多家基金公司发布公告表

示，将参加包括联合证券、兴业证券等券商的优惠促销活动。在这些券商中，目前已经公告

参与联合证券促销的基金公司不下 10 家。一家参与联合证券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基金公司

称，投资者自 2009 年 5 月 4 日起通过联合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的，优惠为原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0.6％；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按

原费率执行（优惠仅限于前端收费基金）。投资者自 2009 年 5 月 4 日起通过联合证券现场

柜台系统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优惠为原费率的八折，且不低

于 0.6％；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按原费率执行（优惠仅限于前端收费基金）。 

除了参与银行和券商组织的渠道促销外，节后基金公司也不忘为自家网络交易平台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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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昨日就有一家基金公司发布公告提示投资者，通过其公司网上交易平台申购基金的相关

优惠情况，并在公告中附注了申购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使用建行卡、农行卡、招行卡、

浦发卡、兴业卡以及中信卡等不同银行卡申购基金的申购费率情况，分别为 1.2%、1.05%、

1.2%、0.6%、0.6%、0.6%。因为原申购费率为 1.5%，因此有心的投资者很容易从中看出

其优惠情况（分别从四折至八折不等），并作出选择。 

 2009-5-5【上海证券报】 

 

基金公司内控“一个都不能少”  

安摄像头 打印通话详单 物理隔离 

除政策面制度规范的压力，近期一些违规事件的曝光也让基金公司风声鹤唳， 一些基

金公司的内控手段已经不限于《意见》里的监控 MSN、工作时间集中保管手机等，还包括

安装高清摄像头、打印通话详单、重新上报亲属资料、“物理隔离”投研人员等。 

被带伸缩功能、能旋转、能 360 度“无盲点”取景的摄像头实时监控、打印近两个月

的通话详单上交、被“物理隔离”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工作…… 

这并非特工和情报人员的生活，而是深圳、上海等地一些基金公司投资部门的工作场景。 

上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名为《深入推进廉政建设 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的讲话，指出要严厉打击操纵股市、官商勾结、内幕交易等行为，加强股市监管，

提振市场信心。 

不仅如此，从上月 1 日起，随着《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简称《意

见》）的实施，基金公司的固定电话要进行录音，交易时间内投资管理人员的移动电话、掌

上计算机等移动通讯工具应集中保管，MSN、QQ 等各类即时通信工具和电子信函应实施全

程监控并留痕，录音、即时通信、电子信函等资料要保存 5 年以上。 

与此同时，“MSN 监控、手机上缴”的标注也开始出现在一些基金业内人士的 MSN 签

名上。 

很显然，基金公司以上的非常手段正是想要堵住“内幕交易”、防范“老鼠仓”。上海一

家基金公司监察部门人士认为，除了政策面制度规范的压力，近期一些违规事件的曝光也让

基金公司风声鹤唳， 一些基金公司的内控手段已经不限于《意见》里的监控 MSN、工作时

间集中保管手机等，还包括安装高清摄像头、打印通话详单、重新上报亲属资料、“物理隔

离”投研人员等。 

 “以前投资部门这一层楼一直都有摄像头，总共也只有几个，但‘五一’上班之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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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新成带伸缩、能旋转、能 360 度无盲点取景、甚至能远程遥控的高级摄像头。”深圳某

大型基金公司的投研人员透露，不仅如此，他们在工作时间还要被“物理隔离”。该公司新

租了半层楼，把委托业务部和国际业务部搬到了楼上，把固定收益部和股票投资部隔离开，

股票基金经理有单独的办公区域，必须本人刷卡才能进去，研究员跟基金经理的交流除了晨

会就主要通过内部电话进行。据悉，这样的“物理隔离”已被多家大型基金公司采用。 

  2009-5-4【证券时报】 

 

海外： 
不容忽视的两种基金 关注国际探索基金  

近来，大部分的投资者对于自己所持有基金的收益不太满意。既然如此，这些投资者是

否在寻找其他的替代基金呢？通过了解之后，他们或许会发现，也许其他大量的小型基金会

吸引自己的眼球。 

小型基金更具优势 

与大型基金相比，小型基金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们通常能够不受限制地买入和卖出公

司任意数量的股票，即使是很小的公司，即使公司的股价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当它们发现

有危险信号时，也能将公司股票全部卖出。 

当然，规模较小的基金没有广泛的股东作为支撑，稀释其运作成本，因此它们的管理成

本较高。 

但是，如果股东能增加投入的资金，就能降低自身的成本。因此，在基金资产增长无法

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其费率不能如期望的那样低。 

关注国际探索基金 

下面所讲述的基金并非十全十美，投资者在购买之前需进行仔细的调查和评估，再决定

是否适合自己持有。但是他们确实值得考虑，如果不深入了解，就无法知道其中的价值所在。 

UMB Scout 国际基金（UMB Scout International）的基金经理吉姆?莫菲特（Jim Moffett）

自从 1993 年起就成功运作这只基金。尽管莫菲特对于中型规模的公司有着特别的偏爱，但

是该基金更注重对蓝筹股的持有。该基金目前的平均市值为 200 亿美元，与国外大型规模

的基金不相上下，其目的是成为股东的核心国际基金。但是，该基金的基金经理并不追求小

型和中等规模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 终投资的还是蓝筹公司。 

Enter UMB Scout 国际探索基金成立于 2007 年底，和它的同胞基金（同一基金公司旗

下的不同基金）相比，该基金更注重对于中等规模公司的配置，同时小型股以及蓝筹股也在

其配置的范围内，其平均市值为 50 亿美元，规模不及同胞基金的四分之一。但是却使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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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基金操作策略，莫菲特及其联合基金经理迈克尔（Michael Stack）更倾向于买入并持

有的投资策略。 

无需担心该基金资产的膨胀。目前其 1050 万美元的资产规模并不大。2008 年下半年

它的费率为 3.40%，在其他基金费率处于合理水平的情况下，该基金费率应该有所降低，

其中一个较好的方式是改变基金的资产规模，同时，降低周转率也能降低基金的交易成本。 

随着其他中小规模基金吸引力的降低，该基金值得那些对小规模基金感兴趣的投资者持

续关注。 

个性的基金管理方式 

奥克价值基金（Oak Value）的规模略大于 UMB 国际基金的规模，但是目前的资产总

额为 5600 万美元，这种规模在共同基金领域也不值一提。然而，它并不是像 UMB 国际基

金一样的新手，它曾经有较大的规模，只是后来因故未能持续。 

自 1993 年奥克价值基金成立，大卫?凯尔（David Carr）就一直对该基金进行管理和运

作，另外，拉里?科茨（Larry Coats）也是该基金的联合基金经理，该基金一直运作良好，

直到 2000 年中期才受到一定的市场冲击。 

尽管近几年奥克价值基金的发展有些不平衡，但是该基金经理使用的不寻常的管理方式

值得投资者关注。他们关注价值投资，并且对于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数量进行严格的控制，通

常不得多于 25 家，而且对所持有的公司非常了解。 

比如，该基金的股东报告中，就有对所持有公司详细的细节讨论，以及做出买入决策的

过程，这些细节是其他基金报告中所没有的。 

投资组合中的股票集中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持有人的回报，但这同时也是双向的，即

持有人的回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股票集中度的选择。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下，和其他在熊

市中的基金相比，上述两种小规模基金也许更值得投资者关注。 

2009-5-4【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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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理财观念： 
基金的绝对业绩与相对业绩  

净值增长 10%的基金业绩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持有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基金账户余额期间增长 10%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 10%的涨幅还没有超过市场基准，基

金经理的主动管理能力又体现在哪里呢？ 

一季度结束了，4 月份也过去了，基金公司又开始忙于给基金持有人寄送业绩对账单，

其中的内容既包括账户的基金份额变化，也包括基金业绩描述，基金经理的工作报告也是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基金的成绩单，投资者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感叹“为什么我的基金上

个季度亏损了？”，抑或是“太好了，我的基金涨了 15%”。 

如何正确看待基金的业绩水平，普通投资者不能忽略两个角度――绝对收益和相对收

益。这两个指标都非常重要，在衡量基金业绩时形成互补的作用。 

绝对收益：我们投资的初衷 

我们购买基金的初衷是为了赚钱，因此，基金的盈亏导致你账户的增减是投资者 为

关心的。毕竟，我们有时只会关心基金经理帮助我们赚了多少钱，而相对忽略这只基金在同

类中的表现是好还是不好。反之，即使选择了同类中表现居前的基金，一旦亏损严重仍然给

投资者带来心灵的伤害。 

实际投资中，大部分投资者都是风险厌恶型的，勉强可以承担净值的大幅波动，却不

能容忍亏钱。因此，晨星的星级评价以及晨星风险系数都是建立在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基础上，

强调下行风险，并对下行风险进行惩罚。以星级为例，晨星的星级评价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

基础，该理论认为比起无法预期的高收益，投资者更倾向于可预见的低收益，愿意放弃一部

分预期收益来换取确定性强的收益。类似于基金 2008 年度的大幅亏损给投资者带来的心理

创伤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一些入市时间不久、投资经验尚不丰富、而资金量较大的持有人，

大部分认为其从投资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 近

一年收益回本的股票型基金仅 4 只。大部分股票型基金仍然处于深度跌幅，高位进场的投资

者平均仍有大概 30%的套牢，而基金能够回本的涨幅基本上是 43%左右，实现这个涨幅水

平还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而投资者不得不面对其中的机会成本。 

如何使用绝对回报？ 

投资者不必短期内关注绝对回报，如半年或半年以内，不妨将考察周期调整为一年或

是一年以上，定期观察基金的绝对回报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目标。例如，如果你希望购买一

只资产增值型的股票型基金，但其长期收益率只能稍稍战胜通货膨胀，此时投资者需要质疑

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以及投资管理能力。 

相对收益：在精选基金中更突出 

竞争是每一个行业永不改变的话题，基金行业也不例外，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每天都

要面对排名的竞争压力。基金的相对收益展示一只基金面对竞争对手的相对表现，这个竞争

对手既可以是市场指数、也可以是风险收益特征类似的同类基金。晨星在网站上展示单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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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业绩时通常提供两个业绩基准，其一是市场基准，如沪深 300 或晨星大盘股指等股市指

数，其二是晨星基金指数，如晨星股票型基金指数。以北京某成长基金为例，晨星给其设置

的两个基准分别是晨星大盘指数和股票型基金指数。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该基金年初以

来净值回报是 31.28%，落后于晨星大盘指数 13.54%，优于股票型基金指数 1.33%。2008 年

该基金全年跌幅 44.93%，超越晨星大盘指数 22.01%，战胜股票型基金指数 7.32%。于是，

在相对业绩的衬托下，单一的回报率水平反映的内容更加丰富。年初以来，尽管多数股票型

基金取得了较好的绝对收益，但大多数基金相对于市场仍没有获取超额收益，原因是仓位不

够高，或是加仓的速度相对缓慢。但是，2008 年低仓位的基金却取得了较好的抗跌性。但

从另一个角度讲，该基金的业绩表现已经超过了同类基金的平均水平。 

如何使用相对收益？ 

相对收益可以帮助持有人评判某只基金在同类基金中的投资管理能力。如果投资者需

要在组合中加入一只债券型基金，我们需要仔细查阅该基金在债券型基金中的历史业绩以及

风险评价，而不是将这些指标与股票型基金或配置型基金对比。同时，它也传递给投资者一

个信息是：基金需要精挑细选，因为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 终决定基金的风险调整后收

益，而基金之间的业绩也将在一段时间内逐步拉开距离。我们需要挑选出长期在同类基金中

表现优秀的基金，抛弃落后的品种。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缺一不可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在投资者做决策时同等重要。一只基金的相对业绩通常伴随时间

而发生波动，但其绝对收益是真正反映账面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权益类基金（如股票型基金

和配置型基金）的基金经理通常追求相对收益，因为在契约的限制下，基金经理能够对大类

资产配置的选择权相对较小，基金经理的主要任务是选股和选行业，因此基金业绩难以避免

类似于 2008 年的大幅下挫。相比而言，债券型基金的基金经理更容易做到追求绝对收益，

实际上，一些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已经开始将关注点放在为投资者创造正回报，努力控制下

跌风险，例如北京某债券基金。此外，为了满足投资者追求绝对回报的目标，市场上也推出

一些追求绝对回报的基金，其产品设计的初衷也是为了调和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之间的矛

盾。 

今后在关注权益类基金时，普通投资者不妨自己负担起追求绝对收益的工作，即大类

资产配置由自己来做；在挑选基金时多采用相对收益，通过对比挑选出管理能力更强的基金。 

而在选择固定收益类基金（以债券型基金为主）时，不妨用绝对收益的角度来考核基

金经理，毕竟持有低风险的基金是为了组合能够稳健前行，而不是承担更大的风险。 

   来源：【晨星（中国）】 



 

 

14

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1、光大精选基金什么时候可以申购和赎回？还有在什么地方可以申购到? 

光大精选基金自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及赎回业务。 

您可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或者各代销机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

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北京

银行、上海银行、深圳平安银行、宁波银行、浦发银行、广发银行、农业银行、光大证券、

国泰君安、中信建投、招商证券、广发证券、联合证券、山西证券、申银万国、海通证券、

中信万通、安信证券、银河证券、东方证券、兴业证券、平安证券、中信金通、国元证券、

湘财证券、上海证券、浙商证券以及宏源证券等网点申购光大精选基金。 

 

2、我是你们的基金客户，为什么还没有收到第一季度的基金交易对账单？ 

自 2009 年一季度开始，我公司将纸质对账单寄送更改为季度和年度对账单两种。 

季度对账单是在每季度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当季度有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寄

送；年度对账单是在每年度结束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即一至三

季度只为当季度有交易的投资者邮寄纸质对账单，而年度对账单的寄送对象涵盖年度内有交

易和持有份额的所有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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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可通过客服热线 400-820-2888 或我公司

网站的客户俱乐部进行定制。 

 

3、我是你们的客户，看见你们 近正在推广电子对账单的活动，我很支持，但是我不知道

要怎么修改？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公司开展“定制电子对账单”活动的支持。 

您可致电我公司客服热线 400-820-2888，由坐席人员为您取消纸质对账单寄送，开通电

子对账单发送；也可登陆我公司网站，进入我公司网站右侧的“客户俱乐部”，选择基金客

户登陆，输入开户证件号或基金账号、查询密码及验证码登陆后，点击左侧的对账单管理，

然后在电子邮件方式后划勾，登记邮箱地址并确认，即可将纸质对账单寄送改成电子对账单

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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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