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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速报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净值 (360001) 

日期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基金净值（元） 0.8747 0.8720 0.8966 0.8928 0.8741 

累计净值（元） 2.8484 2.8457 2.8703 2.8665 2.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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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31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元) 0.5342 0.2872 0.2801 0.2660 0.2869 0.2933 

7 日年化收益率 (%) 0.9430 0.9570 0.9780 0.9860 1.0020 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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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基金净值（元） 2.3020 2.2900 2.3409 2.3346 2.2829 

累计净值（元） 2.9600 2.9480 2.9989 2.9926 2.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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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基金净值（元） 1.2361 1.2319 1.2587 1.2603 1.2339 

累计净值（元） 2.5161 2.5119 2.5387 2.5403 2.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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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基金净值（元） 0.7478 0.7448 0.7601 0.7583 0.7451 

累计净值（元） 0.7478 0.7448 0.7601 0.7583 0.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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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基金净值（元） 1.0370 1.0370 1.0370 1.0370 1.0350 

累计净值（元） 1.0370 1.0370 1.0370 1.0370 1.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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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基金净值（元） 1.0330 1.0320 1.0320 1.0320 1.0300 

累计净值（元） 1.0330 1.0320 1.0320 1.0320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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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基金净值（元） 1.0875 1.0850 1.1150 1.1106 1.0899 

累计净值（元） 1.2075 1.2050 1.2350 1.2306 1.2099 

业绩比较基准：75%×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25%×天相国债全价指数收益率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011) 

日期 20100201 20100202 20100203 20100204 20100205 

基金净值（元） 0.9390 0.9380 0.9540 0.9520 0.9340 

累计净值（元） 0.9390 0.9380 0.9540 0.9520 0.9340 

业绩比较基准：55%×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45%×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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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观点 

股票市场综述  

上周市场继续下跌，市场氛围明显趋弱。上证综指全周下跌 1.67%，收盘 2939 点，成

交金额 5573 亿，较前一周增加 13.9%，显示市场悲观气氛有所加剧；沪深 300 指数全周下

跌 1.59%，收盘 3153 点，成交金额为 3809 亿元，整体增加 5%。 

市场往往总是在低迷的时候遭遇很多之前未能想象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历史上不断上

演，也可能说明投资者总是在乐观的时候忽略潜在的风险。上周国际市场避险情绪急剧升温

并达到危机以来高点，反映了希腊事件的感染效应以及近期一系列事件使市场正走向次贷危

机以来第一个避险情绪的高潮，并已引发欧美股市的高风险情景。短期内，希腊的财政巩固

并不足以在短期平息市场的恐慌，而欧盟和欧洲央行目前所作出的反应带有市场风险，欧元

区高危国家的国债可能继续遭到抛售，欧元可能继续走弱，市场风险不可低估。而葡萄牙和

西班牙 A+以上的评级亦可能面临挑战，带来美英国债评级的风险。但欧盟似乎还未到出手

相救之时。我们认为，欧元的趋势很可能成为市场风险的风向标。一旦欧元可信度受到威胁，

维稳的政治呼声将会促使欧盟和 ECB（欧洲央行）采取实质性行动，IMF 的介入将可能有效

缓解市场不安情绪。然而欧盟瓦解的风险仍然十分有限，欧盟领导层和 ECB 对不惜一切代价

维护欧盟稳定的意愿仍然十分强烈。短期内实现财政巩固是欧元区高危国家稳定局面的关键

一步，但执行效果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今年年初曾引发市场猜想的中美关系四大议题——对台军售、会见达赖、互联网问题、

贸易和汇率摩擦，已全部浮出水面。尽管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

都存在，但此次美国是在短时间内集中触动这些令中美关系紧张的敏感神经，可能引发中国

方面在外交声明以外采取后续反弹举措，从而影响美国的国债市场和美元走势，加大市场波

动、进一步刺激避险情绪。同时也加大市场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担忧，尤其奥巴马在年度财

政预算中屡屡提及美国将加大出口力度，这更体现了中国外贸环境的不容乐观。 

上周 IPO 的压力并未减轻，看来市场指望新股发行压力减缓是不太现实，毕竟创业板和

中小板累计了太多拟上市公司，我们预计创业板到年末可能达到 120-150 家的规模。上周公

布的一些上市公司年报和预告都显示企业业绩好转情况有可能好于市场预期。但是基于国际

市场的不确定性，CPI 回升的确定局面，IPO 压力的并未减缓，总体上我们认为市场难有起

色，估计春节前较为平淡，总体仍将维持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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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1.67% -6.05% -10.44% -6.84% 40.10% -10.31% 28.11%

资料来源：WIND 咨询，截至 2010 年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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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6.92% -6.25% -11.75% -10.06% 42.87% -12.26% 32.80%

资料来源：新华富时网站，截至 2010 年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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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1.68% -7.50% -12.86% -7.97% 40.78% -12.87% 21.88%

资料来源：WIND 咨询，截至 2010 年 2 月 5 日 

 

图 1. 市场基准指数走势（2006 年 1 月 4 日-2010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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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 其他市场指数一周涨幅  （2010 年 1 月 29 日－2010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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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5



 

 

6

债券市场综述 

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3 个月和 1 年期央票利率企稳。一级市场发行了一期 10 年国

债，中标利率为 3.43%,略低于市场预期和我们预期，认购倍数为 1.62 倍左右，带动二级市

场 10 年国债需求上升。而同周国开行发行了一期 10 年期国开债，中标利差为 59 个基点,

在市场及我们预期的下限，从认购倍数来看，达到了 2.3 倍，各家主力认购也较为积极。两

只债的认购情绪对比反映出市场对利率水平进一步下行的预期下降，市场预期 10 年国债波

动区间位于[3.40%-3.8%],目前尚看不到突破下限的非配置性刺激因素。其次，市场对未来

利率调整仍有预期，市场一波下行的背后，并非是由基本面因素推动，当然这个也基本决定

了利率产品的波段性特征。总体上，央票发行利率平稳和一级市场中标利率的大幅低于预期

使市场延续了上周的回暖趋势，也使得二级市场期限结构最为陡峭的中期品种收益率有所回

落而 10 年品种收益率也有所下降。由于央行公开市场春节前操作力度明显放缓，连续进行

大规模净投放，市场资金面恢复宽裕。由于存量的宽裕，在无准备金率等政策因素干扰下，

或者过量回笼资金的公开市场因素干扰下，资金面宽松状况在今年不会有太大改变。 

本周是政策面、消息面的平静期，虽然环境仍然宽松，但由于缺乏一级新债刺激和春节

临近，市场会逐步趋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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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 0.71% 0.79% 0.96% 0.98% 2.96% 0.90% 100.00%

资料来源：采用上证国债指数（SETBI)，SETBI 为全价指数，截至 2010 年 2 月 5 日 

 

 

表 5. 收益率曲线  

剩余年限 2010-2-5 当周变动 双周变动 当月变动 三月变动 一年变动 

1y 1.8690  0.1689 0.1372 0.0905 0.3690  0.2034 

2y 2.2143  0.0785 0.0667 0.0682 0.2133  0.3003 

3y 2.5104  0.0116 0.0138 0.0470 0.0931  0.3187 

5y 2.9755  -0.0639 -0.0481 0.0088 -0.0563  0.2389 

7y 3.3044  -0.0827 -0.0672 -0.0236 -0.1108  0.1636 

10y 3.6301  -0.0598 -0.0560 -0.0608 -0.0831  0.1539 

15y 3.9646  -0.0276 -0.0370 -0.0917 0.0542  0.4101 

资料来源：WIND 资讯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数据统计                                                    截至：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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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国内： 

公募业务发展遭遇瓶颈 基金寻找非公募的蓝海 

基金业十余年的发展，在将公募基金迅速扩张至五百多只的同时，也让该领域变成充

满竞争的“红海”，竞争成本急剧攀升。不仅如此，尽管新的公募基金频频发行，但拆东

墙补西墙的现象却屡有发生，导致近年来总份额并未见上升。“公募业务的发展已经遭遇

了瓶颈”，很多基金公司发出感叹，于是，绕开“红海”寻找非公募“蓝海”成为他们共

同的选择。 

佐证这一点的是近年来随着监管层对多种非公募业务产品的放行，越来越多的基金公

司开始将非公募业务上升至公司的战略层面，其实际地位并不逊于公募基金，甚至有过之

而无不及。有意思的是，尽管各家公司对非公募业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表示以着眼

未来为目标，并不在意当前非公募业务对公司利润贡献的大小。而在一些基金公司高管的

表态中可以发现，他们甚至乐意用当前公募基金管理上获得的利润来滋养非公募业务，理

由就是非常看重的“未来”。 

确实，在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扩张之后，基金公司们大多有了“滋养”的底气。每

年动辄上亿甚至十数亿的管理费收入，足以让他们在非公募业务上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财

力，来夯实自己的竞争实力。但问题是，当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加入到这个战团中后，非

公募业务还是“蓝海”么？ 

一位基金公司专户总监给记者的答案是“Yes”。在他看来，随着一对多专户的推出，

基金公司的专户业务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客户定位为中国高端理财人群的专户业务，

瞄准的是那几十万银行储蓄中潜藏的蓬勃商机，如果以海外专户业务占比规模计算，其业

务规模可能会达到五千亿元以上。这块蛋糕如此之大，对于有实力切蛋糕的基金公司来说，

还远不到要近身肉搏的时候，大家完全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先有滋有味地细细品尝。

至于蓝海飘红，那恐怕是未来大繁荣以后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专户业务如此，基金公司一度热衷追逐的企业年金业务也正遇上版图扩张良机。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截至 2008 年底，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达到 33133 家，

积累基金 1911 亿元，比上年增加 392 亿元。而世界银行则预测，至 2030 年，中国企业年

金规模将高达 1.8 万亿美元，约 15 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这显然是一

片巨大的“蓝海”，有着太多的机会等待基金公司们挖掘，而如海富通等早早布局者则早

已占据一片天地，在该领域多年的孜孜付出正开始带来诱人的回报前景。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将非公募业务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的基金公司，

多数为中型规模，而那些千亿以上规模的大基金公司们，显得有些不以为然。这其实也揭

示了基金业未来的一个景象：当大基金公司们被公募基金的“草料”喂养的有些慵懒时，

难以在公募基金的“红海”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中型基金公司们，将通过非公募业务来扩展

自己在基金业的新势力，他们的苦心布局和厚积薄发或在某一天，会颠覆当前基金业看似

已定的格局。毕竟，“红海”中徜徉只能拥有现在，而在“蓝海”中搏击却可能获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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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6  摘自【中国证券报】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灯塔还是鸡肋？ 

2009 年，绝大多数公募基金取得了不俗的业绩。然而，对照各基金设定的基金业绩

比较基准，情况却不容乐观，近半数基金未达到自身设定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基金业绩

比较基准可以作为衡量基金业绩的基准吗？它是灯塔还是鸡肋？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衡量基金业绩灯塔 

衡量基金业绩的指标既有绝对回报指标，也有相对回报指标。一般投资者熟悉的净值

增长率就是衡量基金业绩的绝对回报指标。净值增长率反映了一段时期内资产净值的增长

率，体现了基金的绝对收益，却难以全面反映基金的主动管理能力。众所周知，公募基金

有一定的仓位限制，很难做到像私募那样灵活配置，在市场环境不好时可以大幅减仓甚至

空仓，市场向好时满仓，如 2008 年市场大跌时，由于仓位限制，即使股票型基金减仓至

最低 60%的下限，仍然难以逃脱净值增长率为负的窘境。因此，“一刀切”的用净值值增

长率等绝对回报指标来衡量公募基金是有失公平的。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是衡量基金业绩相对回报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向好时，通过净值

增长率与其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的比较，可以衡量基金业绩是否战胜基准获得超额收益

率；而当市场下跌时，只要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的差额为正，则可以说

明基金抵御风险的投资运作是有效的。 

投资参考――净值增长率 

与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差额 

从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的基金业绩情况来看，09 年净值超越业绩基准排名前十的

股票型基金，收益率均在 87%以上，超越了沪深 300 的业绩，同时也超越该类型基金的平

均收益，在该类型基金中均排名前 1/4。混合型基金净值超越业绩基准的情况也体现了基

金业绩的基本情况。09 年净值超越业绩基准排名前十的混合型基金净值增长率也排在前

列，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投资者在判断基金业绩好坏时，业绩比较基准是一个很好的标杆。 

两原因跑输业绩比较基准 

根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剔除 2009 年新成立的基金，所有债券型、指数型、

混合型和股票型基金均实现了正收益，然而近半数基金却未达到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09 年近半数的基金未能到达自身设定的基金业绩基准，原因是什么呢？好买认为主

要原因如下： 

1. 基金自身的管理能力。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净值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基

金大多净值增长率也不错，而净值低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大多净值增长率也很差，因此

未达到基金业绩基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金自身管理能力上的问题。 

2.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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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交所就大力发展ETF业务向参会的银行、券商和保险公司等各方表达了殷切希

望。

有很大发展空间。他表示，近

年来

有这么大魅力？张育军概括称，主要因为ETF产品具备四大独特优势：

一是

境内境外的指数表现都非常出色。中国资本市场在过

去短

第一，部分基金设定业绩比较基准过高，尤其是指数型基金。 

09 年 19 只成立满一年的指数型基金中 14 只未达到业绩比较基准，其中有 6 只产品

的业绩比较基准是 100%的指数收益率，而这些指数基金的投资上限为 95%。在 09 年市场

向好的趋势下，大多数指数的收益率都在 8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 110%，如深证 100 价格

指数和中小企业板价格指数。假设指数收益为 100%，95%的仓位完全跟踪，假设收益率相

相等，剩下 5%的仓位要求收益率为 20%。事实上，剩下仓位为保持流动性大部分是现金与

债券，20%的收益难以企及。再加上申购赎回、成份股变动等带来的跟踪误差，指数型基

金与业绩比较基准可能会存在更大差距。 

第二，基金投资风格偏离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从理论上讲是基金风格的量化体现，投资中小盘股的基金一般会以

中小盘指数为比较基准，投资大盘蓝筹股的基金多以沪深 300 为业绩比较基准。然而目前

很多基金的实际的投资风格与业绩比较基准所反映的风格存在很大差距。 

 

 2010-2-8 摘自【证券日报】 

 

上交所今年将力推逾 10 只 ETF 张育军概括 ETF 优势 

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将 2010 年定义为“中国资本市场业务创新之年”，而大力发展交易所

交易基金（ETF）是今年创新方面的重要任务。这是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在日前召开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产品创新研讨会”上表示的。他同时透露，上交所今

年准备发展超过十只ETF，即将发行的上证中盘ETF是今年上交所大力推动的重要产品之一。 

会

张育军对ETF在国外的高速发展历史和在国内的巨大发展前景作了全面分析。他说，ETF

产品诞生只有 17 年，但在国际成熟市场上已成为发展最快的产品之一。全球ETF从 1993 年

诞生当年的 8 亿美元，到 2009 年末市值已超过 1 万亿美元，其中纽约证交所已上市ETF达

1000 多只，最大的标普 500ETF市值达 1000 多亿美元。 

张育军认为，从国际大趋势来看，中国市场的ETF业务还

，上交所就ETF的推广做了大量工作，ETF业务发展迅速，仅 2009 年ETF产品数量就从

3 只发展到 5 只，今年还将进一步加大产品发行。截至 2009 年底，沪市 5 只ETF总规模达到

440 亿元。 

至于ETF产品为何

财富管理标准化；二是标准化带来管理的高度透明化，避免了道德风险；三是标准化管

理节约了巨大的管理费用，因此ETF产品的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都是世界上最低的；四是投

资者对指数基金具有普遍认知，并且长期来看指数收益突出，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较高收益

产品，适合投资者长期持有。 

张育军分析，通观资本市场历史，

暂的十几年中，指数成长超过 10 倍。上证综指在 1994 年 7 月底是 333 点，现在是 3000

点，涨幅达 9 倍多；同期，深成指从 1010 点成长到现在是 12000 点，涨幅近 11 倍；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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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9 摘自【上海证券报】 

 

通道考验基金全方位创新能力 挤出人才缺口 

品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基金

公司

 

但基金公司坦言，想走这条特殊通道并非易事。一位产品

设计

公司主要面临三方面的考验，首先是成本核算，推出一

款新

着众多基金产品设计人员的目光。近期各

大券

新挤出人才缺口 

通道同时竞争，产品设计部的压力顿时加大。他表示，现在

即使

做法无非如下几类：一是发

力全

年深 100 从 975 点长到现在是 4142 点，涨幅 3 倍多。 

 

多

公募基金四条通道同时审批，对基金公司的产

产品设计人员表示，如今不仅是创新通道需要真正意义的创新产品，其他三条通道也需

要在产品设计上争取些许“创新亮点”，才能在数量激增的新基金中脱颖而出，获得托管行、

投资者乃至监管部门的青睐。 

创新通道检验产品创新能力

虽然开设了专门的创新通道，

总监介绍，是否属于创新要看监管部门对产品的界定。目前一些公司在股票基金主产品

线上推出不同模式产品，这对公司来说是创新，但从行业角度来看不会被纳入创新概念，这

种沿袭性创新就不能走创新通道。 

据了解，设计创新产品时，基金

产品有时需要引进新的系统，因此投入和产出必须仔细测算；其次创新既要法规允许又

不能类同于普通产品，故此有些设计人员戏言，产品创新是在监管的“红线”和“黄线”之

间走钢丝；第三是创新产品的定义比较模糊，是否属于创新不在于基金公司对产品的界定，

而取决于产品初审过程中监管层对其定位。事实上，业内以及有关部门目前也在讨论是否能

将“创新通道”的名称做一些修改，比如改成“特定产品通道”等，将包括杠杆类产品在内

的一些利用交易机会进行套利的产品归于其中。 

此外，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的推出也吸引

商都将 130/30 基金呈现在公众面前，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无疑为该产品设计提供

了新的可能。一些接受采访的产品设计人员表示，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框架，但大

家在产品设计中会引入这一概念，并表示会适当引入 130/30 基金的基础设计。不过，已公

布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中第十五条规定：未了结相关

融券交易前，投资者融券卖出所得价款除买券还券外不得他用。这也就意味着，在国内，利

用卖空股票所得资金购买股票暂不可行，因此借鉴概念设计产品的种种细节性问题还待于下

一步突破。 

多通道创

一位产品设计总监感叹，多

上报常规产品，也需要在产品设计上做一些细节性突破。 

上述产品总监分析，目前各家都在细节上寻求创新亮点，但

市场ETF或走定制指数设计指数型产品模式；二是QDII基金沿袭这一概念设计跨境

ETF，且多家基金公司已经上报了该产品；第三是扎堆分级产品，场内、场外二级、三级产

品成为主旋律；第四是投资范围扩展、引入新的投资工具，改变原有投资策略等细节性调整。

业内人士认为，即使是细微创新，这对不同规模基金公司带来的影响也不一样，那就是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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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行业缺口。一家基金公司人力资源经理表示，

具有

2010-2-9 摘自【证券时报】 

司会忙创新，小公司则只能忙模仿。 

与此相关的是，基金产品设计人员

丰富国内外资本市场研究背景，熟悉金融产品开发方法与管理流程的人才各家都在补

充，有境外产品设计研发经验者更是大家吸纳的首选。“补充人手是今年必然要做的一件事，

过去的人才缺口今年被进一步放大，所以有相关经验的人员当前非常抢手。”该人士对记者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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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方法普通投资者也可以适用，但却存在操作难度。毕竟一个ETF可能包

含几

除了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入抛出，也可以通过直接向发行

商按

2010-2-8  摘自：【上海金融报】 

光大保德信理财学堂 

□ 理财新知： 

ETF 套利“三大技法” 

套利，可谓是ETF的天生属性。事实上，ETF相比传统封闭式基金的最大优势，也就在

于存在套利机制，使得其市价大体与净值保持一致，而不似封闭式基金往往出现 10%甚至

20%以上的溢价或折价。通常，ETF套利有以下“三大技巧”。 

技法一：ETF间套利。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往往有多个ETF跟踪同一个标的。既然

是跟踪同一个标的，理论上上述ETF的价格走势应该保持一致。但是，由于投资者对于同一

标的不同ETF的追捧程度不同，这些ETF之间往往会出现轻微的走势差距，有的溢价有的折

价，这时候做多折价ETF同时做空溢价ETF，然后待两个ETF均回归均值之后再平仓，就可

以套利。 

技法二：ETF和股票之间套利。ETF，其实就是一揽子股票的一个集合。所以当我们发

现一个ETF溢价的时候，可以做空ETF同时做多ETF所持有的股票；反之当ETF折价时则是

做多ETF同时做空ETF所持有的股票，一旦溢价/折价消失，平仓即可捕捉到相应的套利空间。 

理论上

十个甚至上百个股票，要精确实施套利，就需要尽可能在同一时点同时完成ETF和对应

所有成份股买入卖出的所有操作，这对于普通投资者几乎不存在技术上的可行性，所以几乎

可以视为机构投资者的专利。 

技法三：场内场外套利。ETF，

照净值申购赎回，若市价和净值出现差距，就存在了套利空间。场内场外套利的好处是

迅速，不需要等待折价或溢价消失即可完成高买低卖。不过，场内场外套利，其实是限制最

多的一种套利方式。ETF发行商对于ETF的申购赎回都有最低规模要求，以内地的ETF为例

一般就是 100 万份，这对于资金有限的投资者而言就只能望而却步了。 

 

 



 

 

互动园地/你问我答 
 

 
客户服务类 

1、请问什么是专户理财？贵公司是否已取得专户理财的资格？是否有专门负责专户产品的

管理团队？ 

专户理财业务是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简称，即向特定客户募集资金或

者接受特定客户财产委托担任资产管理人，由商业银行担任资产托管人，为资产委托人的利

益，运用委托财产进行证券投资的活动。委托人包括单一客户和特定的多个客户。单一客户

委托的初始资产不得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 

我司在 2008 年已获准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又称“专户理财”）。并且为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业务配备了高素质、经验丰富的资产管理人员，形成了一支有较强业务开拓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资产管理团队。同时，建立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各项相关制度，并设立严

格的风险控制措施，确保业务开展的合法合规性。 

 

2、请问除了给客户寄送对账单，贵公司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对账单？ 

我司除了每季度给季度内有交易的客户寄送对账单，每个年度给所有需要寄送的客户寄

送对账单外，我们还免费提供每月的电子对账单和短信方式的账户余额和基金估值的服务。

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拨打我司客服热线 400-820-2888 定制或者登录我司网站

www.epf.com.cn首页中的客户俱乐部——信息定制，核对您的电子信箱地址和手机号码，选

择您所需要的定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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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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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