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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净值 
 

 

 
 
⊙银河证券净值增长率 

 

 
注：财富增长基金为 8 只混合基金－偏债型中的排名；品质优选基金为 57 只混合基

金－偏股型中的排名；核心成长基金为 125 只股票基金－股票型中的排名。 

天治财富增长 天治品质优选 天治核心成长 
日期 

单位净值 累计净值 单位净值 累计净值 单位净值 累计净值

2007-09-14 1.0328 2.5781 3.0681 3.4281 1.8144 2.8244 

2007-09-13 1.0251 2.5704 3.0368 3.3968 1.7991 2.8091 

2007-09-12 1.0145 2.5598 2.9970 3.3570 1.7649 2.7749 

2007-09-11 1.0047 2.5500 2.9547 3.3147 1.7386 2.7486 

2007-09-10 1.0384 2.5837 3.0750 3.4350 1.8005 2.8105 

基金名称 天治天得利货币市场基金 

日期 2007-09-10 2007-09-11 2007-09-12 2007-09-13 2007-09-14 

7 日收益率（%） 2.647 2.988 3.283 3.346 3.792 

每万分基金收益 0.7275 1.1658 1.2916 1.1732 1.1698 

天治财富增长 天治品质优选 天治核心成长 
项目 

净值增长率 排名 净值增长率 排名 净值增长率 排名 

过去一周 0.33% 8 0.80% 48 1.57% 76 

过去一月 9.89% 3 11.25% 41 13.40% 72 

过去三月 16.47% 5 22.19% 36 23.06% 88 

过去六月 59.92% 3 81.90% 19 76.55% 77 

今年以来 81.11% 3 113.30% 17 127.75% 34 

过去一年 136.36% 3 183.48% 22 198.31% 45 

 

2007 年 9 月 17 日 第一百三十七期 

旗下基金 

名称 天治财富增长 

代码 350001 

类型 稳健配置型基金 

托管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成立日期 2004 年 6 月 29 日 

投资目标 在确保基金份额净值不低于

本基金建立的动态资产保障

线的基础上，谋求基金资产的

长期稳定增值。 

资产配置 股票：0-70% 

债券：20%-100% 

风险收益 风险较低、中等收益 

基金经理 刘红兵 

申购费率 M＜25 万元 1.2% 

25万元≤M＜100万元  1.0%

100万元≤M＜500万元 0.5%

M≥500 万元 每笔 1200 元 

赎回费率 N＜1 年  0.5% 

1 年≤N＜2 年 0.3% 

2 年≤N＜3 年 0.1% 

N≥3 年  0 

收益分配 2006 年 1 月 10 派 0.2 元 

2006 年 4 月 10 派 0.6 元 

2007 年 1 月 10 派 6.4 元 

2007 年 1 月 10 派 1.9 元 

2007 年 8 月 10 派 6.353 元 

销售机构 天治直销、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兴

业银行、银河证券、中信建投、

海通证券、国泰君安、申银万

国、招商证券、华泰证券、广

发证券、兴业证券、中信证券、

联合证券、、东方证券、第一

创业、东北证券、上海证券、

山西证券、华安证券、长江证

券、齐鲁证券、金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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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视点 
 

加息难阻上升趋势 

 

昨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07 年 9 月 15 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

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 0.27 个百分点，由现行的 3.6%

提高到 3.87%；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 0.27 个百分点，由现行的 7.02%提高到

7.29%；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 

 

对于本次加息，我们认为在预料之中，也符合市场的预期。央行这次上调存

款、贷款利率，主要考虑一是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偏高，经济增长面临偏快的压力；

二是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三是 8月份 CPI 数据同比上涨 6.5%，

创十年来之新高。今年以来，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曾多次表示，一旦看到通胀危险，

加息将肯定列为应对通胀的手段之内。 

 

此次加息 27 个基点，没有同时调整活期存款利率，调整幅度明显弱于此前市

场担心的加 54 个基点。这样的加息方式对市场影响偏正面，近期政策基调还是小

步快跑，但是每次调控幅度基本都在市场预期之内，这样可以避免经济和资产价

格出现较大波动。由于物价在较高水平运行，为了避免实际利率明显为负，未来

还有加息空间。需要关注的是加息的频率以及可能的方式变化。 

 

普通投资者格外关心此次加息对 A 股市场的影响。我们认为就本次加息而言

不会改变中国股市中长期向好的趋势。首先，宏观基本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投

资、消费和外贸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其次，投资者信心正在逐步高涨，参

与市场的热情与日俱增。07年以来五次加息的累计效应还不足以阻挡牛市的步伐。

最后，流动性过剩这一大的背景并未改变。加息虽然会对信贷产生抑制作用，但

同时也会加剧市场的流动性。目前股市上资金十分充裕，加息不会对股市有太大

影响。从金融行为学分析，此次预料之中的加息，可能会被市场当作是利空出尽。

从目前看，加息后的存款利率依旧偏低，实际利率在一段时间内会依然为负，股

市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巨大的财富效应吸引居民储蓄源源不断进入资本市场。

同时由于预期未来仍有加息的可能，不排除有资金加速进入股市，从而推动市场

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作者：谢京  天治品质优选基金 基金经理）

 

旗下基金 

基金名称 天治品质优选 

基金代码 350002 

类型 积极配置型基金 

托管银行 民生银行 

成立日期 2005 年 1 月 12 日 

投资方向 投资于富于长期发展潜力的上

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

资产净值的 80%，此类上市公司

具有健康卓越的财务品质、持续

稳健的经营品质和安全边际较

高的市场品质。 

资产配置 股票：40%-95% 

债券：0%-55% 

现金类资产：不低于 5% 

风险收益 中等风险、中高收益 

基金经理 谢京 

申购费率 M＜25 万元 1.5% 

25 万元≤M＜100 万元  1.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5% 

M≥500 万元 每笔 1200 元 

赎回费率 N＜1 年  0.5% 

1 年≤N＜2年 0.3% 

2 年≤N＜3年 0.1% 

N≥3 年  0 

收益分配 2006 年 3 月 10 派 0.2 元 

2006 年 4 月 10 派 0.4 元 

2006 年 5 月 10 派 1 元 

2007 年 4 月 10 派 2 元 

销售机构 天治直销、民生银行、交通银行、

兴业银行、银河证券、中信建投、

海通证券、国泰君安、申银万国、

招商证券、华泰证券、兴业证券、

联合证券、东方证券、第一创业、

东北证券、、山西证券、国元证

券、华安证券、第一证券、恒泰

证券、长江证券、金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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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周评 

 

本周债券市场出现较大调整。上证国债指数收于 109.88 点，比上周收盘

110.29 点，下跌了 0.41 点。周初发布的 CPI 数据偏高，增强了加息预期。其他

的宏观数据也在较高水平，新股发行密集，造成资金面紧张。 

 

9 月 14 日央行再次加息。这是今年第 5次加息，是在 CPI 不断创出新高、通

胀预期增强的背景下出台的。目的是稳定市场预期。加息之后，虽然实际利率仍

然为负，但在年底 CPI 会逐步下降的情况下，会对市场产生实质的作用。 

 

8 月份的 CPI 再创新高，6.5%，引起了市场普遍担心。粮食价格没有回调，

下半年持续的 CPI 高位，会不会引起全面通胀。虽然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这种趋势，

但仍然有这种担心。 

 

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继续加快。1-8 月同比增长 26.7%，比 1-7 月增长 0.1%，

没有减缓的趋势。这也是本次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作者：刘红兵  天治财富增长基金 基金经理）

 

 

⊙聚焦天治 

 

基金低买高卖不容易 选时不如选组合 
 

“买基金不到 3 个月，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收益。”“买基金不能做波段，你去

判断哪里是低点，哪里是高点，就跟判断指数一样，太难了。”在上周六本报与浦

发银行联手推出的财富讲座上，天治财富增长基金经理刘红兵表达了他对于基金

投资的看法。  

  

加息也许会是最后一根稻草 

  

谈到上周五央行的加息，刘红兵认为大家应该警惕风险。“最近国家对资金面

的调控措施密集出台，提高准备金率、发行特别国债、不到一个月两次加息。加

息一次市场没反应，两次没反应，但是总会加到市场有反应的那一次。”刘红兵说，

等到这些政策累积到一定程度，某一次加息可能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草。 

  

尽管对于牛市基础，刘红兵依然保持信心，但他对近期的市场有明显的忧虑：

“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资金面，一个是周边股市。”而对周边股市

的状况，他并不乐观。他提醒，大家应该关注美国次级债的影响，因为这个风波

可能还没有结束。目前市场上有个观点认为，美国股市已经处于头部区域。 
 

 

旗下基金 

基金名称 天治核心成长（LOF） 

基金代码 163503 

类型 股票型基金 

托管银行 交通银行 

成立日期 2006 年 1 月 20 日 

投资目标 通过净部分资产投资于品质优

良、成长潜力高于平均水平的

中小型成长公司股票，并将部

分用于复制大型公司股票指数

（新华富时中国 A200 指数）的

业绩表现，在控制相对市场风

险的前提下，追求中长期的资

本增值。 

资产配置 股票：60%-95% 

债券：0%-40% 

现金类资产：不低于 5% 

风险收益 中等风险、中高收益 

基金经理 余明元 

申购费率 M＜25 万元 1.5% 

25 万元≤M＜100 万元  1.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5% 

M≥500 万元 每笔 1200 元 

赎回费率 N＜1年  0.5% 

1 年≤N＜2年 0.3% 

N≥2 年  0 

收益分配 2006 年 4 月 10 派 0.3 元 

2006 年 12 月 10 派 5.3 元 

2007 年 3 月 10 派 4.5 元 

销售机构 
天治直销、交通银行、兴业银

行、具备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

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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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低买高卖不容易 

  

  刘红兵在对证券市场的走势和下半年看好的行业进行分析后，很多投资者纷

纷提问交流。一位中年投资者讲述了她的基金投资经历：“我炒了十几年股票，今

年 7 月份才开始买基金，1 元钱买了大成优选，后来开出了 1.3 元左右，我想想

有得赚就卖掉。后来这只基金又跌到 1.14 元，我又去买来，到 1.19 元再赎回。

回头算算，我最后竟然只赚了 32 元钱。” 

  

  同样是证券市场的投资报告会，同样是由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主讲，来听讲

的投资者想听的内容却已经发生了改变。 就在今年 7月初类似的一个讲座上，主

讲人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来听讲座的有 6 成投资者是股民，只有 4 成不到的投

资者买过基金。而上周六的讲座上，前面 7 个提问者，除了一位问到股票，其余

的都直接咨询如何进行基金投资，其中大部分基民的问题是，现在还好不好买基

金？ 

  

  对此，刘红兵强调基金不适合做波段操作。首先，投资者很难把握低点和高

点，其次，基金买卖的手续费远远高于股票，如果一个月内频繁进出，可能几乎

没赚到钱。现在的点位好不好买基金？李红兵说：“选时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太难了，

所以还不如放弃这个问题，考虑一下资产配置的问题。”他认为，眼下基金投资者

只看到收益，而看不到风险，把钱全部投在风险很高的股票型基金或者指数基金

上，对于那些收益增长相对缓慢但风险较低的配置型和平衡型基金则不屑一顾。

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不是很大的投资者，刘红兵建议，应该做一个基金的组合投资，

如把钱按一定比例分别投资于股票型基金和配置型或平衡型基金。 

  

  基金投资也可打“组合拳” 

  

  进入 9月以来，“震荡”成了股市的主旋律，不少股民集体“大跨栏”改做基

民。投资基金也一样，投资者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就要求投资者根

据自身的特点如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期望收益率等设计适合自己的基金组

合。 

  

虽然 2006 年以来股票型基金的收益可观，但一味购买股票型基金将使投资者

的风险增大。“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句话也适用于基金投资。

将不同类型的基金产品，通过一定的比例搭配进行组合投资，可以进一步优化整

体投资的收益和降低风险水平。 

 

开放式基金可以分为股票型、配置型、债券型、保本型及货币市场型等类型。

比如股票型基金的收益和风险较高，如果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而且用于

投资的资金在较长时间内可以不动的话，可以采取较为激进的投资策略，把较多

的资产配置在股票类基金上，以保证组合的较高收益；的资产配置在股票类基金

上，以保证组合的较高收益；混合型基金风险稍低，收益相对稳定，求稳健的投

 

旗下基金 

名称 天治天得利 

代码 350004 

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托管银行 民生银行 

成立日期 2006 年 7 月 5 日 

投资目标 在充分重视本金安全的前提

下，确保基金资产的高流动

性，追求稳健的当期收益。 

投资范围 现金 

通知存款 

1 年以内（含 1 年）的银行定

期存款、大额存单 

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的债券 

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

债券回购 

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

中央银行票据等 

风险收益 风险较低 

基金经理 史向明 

申购费率 零 

赎回费率 零 

销售机构 天治直销、民生银行、银河证

券、中信建投、海通证券、国

泰君安、申银万国、招商证券、

华泰证券、兴业证券、齐鲁证

券、长江证券、东方证券、第

一创业、东北证券、山西证券、

金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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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可将其作为投资组合的主体；配置型的基金股票仓位比例灵活，波动性相对较小，进可攻、退可守，收益尚可；货币

市场基金等的收益低但能够降低风险，厌恶风险的投资者可以增加其所占比例。这样，利用不同的基金品种进行组合，就

起到了优化收益与降低风险的作用。 

  

  如何进行基金组合？首先，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定一个明确的投资目标，然后选择 3至 4只业绩稳定

的基金，构成核心组合，这是决定整个基金组合长期表现的主要因素。在设置核心组合时应遵循简单的原则，注重基金业

绩的稳定性而不是波动性，即核心组合中的基金应该有很好的分散化投资并且业绩稳定。 

  

  在核心组合之外，可考虑买进一些行业基金、新兴市场基金以及大量投资于某类股票或行业的基金，以实现投资多元

化并增加整个基金组合的收益。小盘基金也适合进入非核心组合，因为其比大盘基金波动性更大。例如核心组合是大盘基

金，非核心搭配则是小盘基金或行业基金。但是这些非核心组合的基金具有较高的风险，因此对其要小心限制，以免对整

个基金组合造成太大的影响。 

  

组合中的基金并非越多越好。同类型的基金数目过多，并不能有效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反而基金投资过于分散，一

是不利于跟踪分析，再者可能会影响整体的收益水平。那么，到底在组合中持有多少基金最佳呢？这并没有定律。需要强

调的是，整个组合的分散化程度远比基金数目重要，如果投资者持有的基金都是成长型的或是集中投资于某一行业的，即

使基金数目再多，也没有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建议比较可行的做法是，集中投资于几只可为投资者实现投资目标的基金，

再逐渐增加投资金额，而不是增加核心组合中基金的数目。 

 

——摘自 杭州日报 

 

 

⊙助您理财 

 

长、短期闲置基金如何获得收益 

 

问：目前我有一些短期闲置的资金，如果存在银行的话，活期利息太低了，想买基金又不知该买哪种基金合适，所以

特请教是不是这些钱只适合购买货币型基金呢？ 

 

答：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现金；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在 397 天(含)

以内的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

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具有低风险和高流动性的特征，因此，通常被视为现金管理

工具，适合短期闲置资金或对流动性要求较高的资金进行投资。 

 

偏股型基金虽然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水平，但是，其风险也相对较高，并受股市波动影响较大，只有坚持长期持有，

才能够有效地抵抗股市波动带来的风险，因此，偏股型基金更适合长期闲置基金进行投资，不适合短期资金选择。 

 

选择投资基金前，投资者应该客观评价自身情况，并关注资金的流动性特征。对于长期闲置的资金来说，相对可以选

择一些风险收益水平高一点的基金；而如果您的资金只是短期闲置，建议您选择流动性更强的基金，如货币市场基金或中

短债基金。但是，投资人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类基金虽为低风险产品，但并不是无风险的，低风险的基金投资也不等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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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款，投资人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收益特征以及资金的流动性进行合理的组合，切忌盲目追求高收益而忽略投资风险，造

成风险错配。   

 

——摘自 第一财经日报 
 
 
⊙互动园地 

 

1.年满十六岁了而且已经办理了身份证的投资者可以开户和购买基金吗？ 

不可以。必须年满十八周岁且已办理身份证的投资者方可开户和购买基金。 

  

2.在一些网站看到的净值估值为什么经常和最后公布的净值相差很多？ 

一些网站提供的所谓基金盘中估值，是依据基金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重仓股等资料来做估算的，数据来源过时且不全

面，必然与每日法定公布的净值有差别。同时，基金每日的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再由基金托管人复核，

保证准确无误，投资者对此不必有任何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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