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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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07 1.0294 2.5747 3.0437 3.4037 1.7864 2.7964 

2007-09-06 1.0300 2.5753 3.0503 3.4103 1.7943 2.8043 

2007-09-05 1.0212 2.5665 3.0292 3.3892 1.7755 2.7855 

2007-09-04 1.0113 2.5566 2.9973 3.3573 1.7561 2.7661 

2007-09-03 1.0185 2.5638 3.0188 3.3788 1.7676 2.7776 

基金名称 天治天得利货币市场基金 

日期 2007-09-03 2007-09-04 2007-09-05 2007-09-06 2007-09-07 

7 日收益率（%） 1.839 1.883 1.994 2.299 2.212 

每万分基金收益 0.5070 0.5289 0.7429 1.0573 0.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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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2 2.72% 3 2.83% 5 

过去一月 6.45% 3 6.76% 38 8.02% 86 

过去三月 20.71% 5 26.88% 36 26.56% 93 

过去六月 57.18% 3 77.81% 20 71.01% 77 

今年以来 80.52% 3 111.60% 17 124.23% 31 

过去一年 136.71% 3 182.93% 19 195.16% 43 

 

2007 年 9 月 10 日 第一百三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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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注意市场风险 

 

5000 点上方，市场分歧明显加大。随着上市公司中报披露工作的结束，9 月

份业绩催化剂作用会明显减弱。在大盘进入高位期、政策面到达敏感阶段以及市

场不断扩容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A 股市场单边上升格局会有所改变。目前 2007

年动态市盈率达到 40 倍左右，估值水平偏高，制约了股指大幅上涨的空间。此外，

宏观调控压力不减、个人海外直投试点、扩容高潮来临等可能使市场产生震荡。9

月初大盘虽然仍可延续 8 月份上攻趋势，但上涨空间不可期望太高。随后累计涨

幅较大的大盘蓝筹股回吐将会加剧大盘震荡，大盘可能会一改单边上行趋势，而

转入区域震荡整理。 

 

在注意市场短期风险的同时，可以着重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投资机会：一是

未来业绩增长更具确定性的金融(银行、地产、保险等)、消费(汽车及零部件、航

空、家电、零售等)等板块；二是基本面有支持，相对估值并不高，安全边际更高

的板块和个股，如钢铁、建材和造纸包装等行业；三是直接受益于行业整合、企

业资产重组、定向增发和整体上市，从而带来业绩超预期增长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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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国债市场小幅下跌，上证国债指数下跌 0.01%，收于 110.29 点。周四提

高准备金率，同时发行定向央票，流动性收紧的力度加大，使得机构变得谨慎。

由于预期 8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较高，物价指数也会继续上升，债券市场

后市看空力量较强。 

 

周四央行上调准备金率 0.5%，上调后准备金率为 12.5%。同时定向发行 1510

亿元央行票据，冻结资金约为 1850 亿元。定向央票 3年期，利率 3.71%，较常规

利率 3.81%低 10bp，明显有惩罚性。两项措施共冻结 3360 亿元。 

 

今年以来 4 次提高准备金率后，都不久伴随着加息，因此，本次提高准备金

率后，央行很有可能再次加息。从市场预期 8月份 CPI 会突破 6%来看，继续加息

仍有可能。虽然 8月份以后的 CPI 有可能回落，但下半年物价走势依然不容乐观。

 

特别国债发行以后，央行调控流动性的空间和手段更加丰富。分析最近高层

的讲话，最近收紧流动性措施会加强。结合近期大盘股票即将发行，资金面紧张

状况将更加加剧。 

 

（作者：刘红兵  天治财富增长基金 基金经理）

 

 

⊙聚焦天治 

天治品质优选四折优惠 
 

天治基金今日（9月 7日）公告，旗下品质优选基金 9月 7日至 11 月 6 日在

民生银行开展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持有民生借记卡的网银贵宾版客户

网上申购该基金可享受费率四折优惠。具体申购优惠费率见下表：  

  

天治品质优选基金今年以来业绩表现出色。据 wind 资讯最新的数据显示，截

止 9 月 6 日，该基金净值增长率基金今年以来已达到 112.18％。  

 

此外，天治旗下另一只配置型基金天治财富增长基金，正在浦发行开展费率

六折优惠活动，截止日期为 10 月 12 日。通过定期定额方式购买天治财富增长基

金的投资者，也享受同等优惠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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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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理财 
 

搭乘基金定投长途车 规避市场短期投资风险 

 

央行调查：城镇居民储蓄和消费意愿连续走低 6 月 21 日，在合肥一证券公

司开户的市民挤满了柜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 2007 年第 2季度全国城镇储户

问卷调查综述，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储蓄和消费意愿连续走低，居民认为购买股票

和基金最合算的比例快速提升。  

 

最近，国内股市上行的速度让人炫目且有几分恐慌。面对这样一个市场，不

少投资者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制订下一步的理财规划。那么，5400 点甚至更

高点位之后，投资者到底还能不能再买基金？用什么样的方式购买基金可以提高

安全度？  

 

多位理财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目前股市加剧震荡的行情下，直接

投资股市的风险非常大，不少股民往往选不对股票，落得只赚指数不赚钱甚至赔

钱的结果。而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策略是，通过基金定投来借基入市，这样可以

规避市场短期风险，稳稳地享受股市的收益。 

 

零存整取："小钱变大钱"  

 

这种"每个月扣款买基金"的方式兼具强迫储蓄的功能，比起自己投资股票或

整笔购买基金的投资方式，更能让花钱如流水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每月存下一笔固

定的资金。  

 

基金的投资方式有两种，单笔投资和定期定投。对于资金比较充裕的投资者，

可以选择单笔投资，这比较适合处在上升通道中的行情，但它的缺点是一旦行情

下跌，风险相对较大。  

 

而定期定额的投资方式类似于银行储蓄的"零存整取"的方式。所谓定期定额

就是每隔一段固定时间、以固定的金额投资于同一开放式基金，这种方式就叫基

金定投。  

 

它的最大好处是平均投资成本，避免选时的风险。因为是每隔一段固定时间

投资，不论市场行情如何波动，都会定期买入固定金额的基金，因此在基金价格

走高时买进的单位数较少，而在基金价格走低时买进的单位数较多，长期累积下

来，成本及风险自然会摊低。在平摊了投资成本的前提下，时间的长期复利效果

就会凸显出来。  

 

而且，这种"每个月扣款买基金"的方式兼具强迫储蓄的功能，比起自己投资

股票或整笔购买基金的投资方式，更能让花钱如流水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每月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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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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固定的资金。让你在三五年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还有一笔不小的"外快"。  

 

基金定投作为一种基础的自动理财模式，可以为投资者省去很多麻烦，节省时间成本。如果要办理基金定投，投资者

只需按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规定，到代销银行的任一网点提出申请。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后，银行将根据投资者申请的扣

款金额、投资年限，每月自动在其指定账户内扣款，操作十分方便。目前，通过银行等渠道办理基金定投，多数都可以随

时赎回，而不影响后续的投资计划。 

 

"傻瓜理财"：选好基金和时机  

 

基金定投这种小额投资方式主要是适合无大笔资金投资、但具长期理财需求的人。对于大多数没有时间研究经济景气

变化和市场多空的基金投资人而言，基金定投可以说是相当省时省力的投资方法。  

 

基金定投固然是一种参与股市获利成长的不错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投资者和每只基金都适合定期定额投资。

基金定投也有需要引起重视的几个方面，比如要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掌握获利时机等。  

 

那么，基金定投都适合哪些人呢？理财专家认为，基金定投这种小额投资方式主要是适合无大笔资金投资、但具长期

理财需求的人。对于大多数没有时间研究经济景气变化和市场多空的基金投资人而言，基金定投可以说是相当省时省力的

投资方法。因此，基金定投常被称为"懒人理财术"、"傻瓜理财术"、"小额投资计划"。  

 

具体来说，基金定投主要适合三类人：第一，每月领取固定薪酬的上班族，大部分的上班族薪资所得在扣除日常生活

开销后，所剩余的金额往往不多，单独投资意义不大。加之上班族工作时间一般严格固定，因此设定指定账户中自动扣款

的基金定投，只需办理一次手续就能搞定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投资交易；第二，有长期个人理财规划需求的人，对于那

些现在手里无大笔资金，但具有长期理财需求的人，基金定投这种限额灵活的投资方式同样是较为适合的；第三，愿意投

资但不清楚投资时点的人，基金定投具有投资成本加权平均的优点，能有效降低整体投资的成本，分散市场波动的风险。  

 

至于定投时基金选择的问题，一般而言，股票型基金更适合定投。股票型基金波动相对较大，可在净值下跌阶段累积

较多低成本的份数，待市场反弹可以很快获利；同时，股票型基金预期风险收益较高，长期累计复利效果更加显著。除非

仅仅是为了强迫储蓄，债券型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不太适合定投。与此同时，基金定投也需要选择绩优基金。业绩优异且

具有持续性的基金，尤其经历过熊市考验的股票基金，定投效果会更好。  

 

根据专家的提醒，定期定额投资时要选择在上升趋势的市场。超跌但前景不错的市场最适合开始定期定额投资，投入

景气循环向上、现阶段在底部盘整的市场，避免追高是创造获利与本金安全的不二法则。因此，只要长线前景看好，短期

处于空头行情的市场最值得开始定期定额投资。  

 

基金定投需要避开几个误区  

 

基金定投如同财富之旅上的长途列车，往往要坐到终点(长期投资)，才能有最大机会完成财富之旅，达到实现"购房、

子女教育、养老"等事先规划的理财目标。  

 

时下，有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和银行推出定期定额认购基金的服务。其实作为一种入市策略，做基金定投时除了要了 



 

 地址：上海市复兴西路 159 号  邮编：200031 

客服：021-34064800 
网址：www.chinanature.com.cn   

 

 

解和掌握诸多重要诀窍和操作技巧之外，更要提防伴随基金定投本身的几大误区，以免操作不当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误区一：因恐惧而暂停。基金投资首先必须坚持长期投资理念。基金的特点是集合投资、专家理财，优秀的股票型基

金往往能够获得与大盘同步甚至超越大盘平均水平收益。当市场出现暂时下跌时，基金净值往往也会暂时缩水，许多投资

者因恐惧而在下跌时停止了定投(甚至赎回基金)。其实，投资者只要坚持基金定投，就有机会在低位买到更多基金份额，

平均成本自然会降低下来，最终获得不错的收益。  

  

误区二：因上涨而赎回。一些投资者在定投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基金净值上涨，担心市场反转而选择了中途赎回，其

实这样的做法也是与其当初进行基金定投的初衷相违背的。  

 

误区三：对未来现金需求估计不足。许多投资者对未来现金的需求估计不足，或者将过高比例的资金进行房地产、实

业等投资，一旦现金流出现紧张，可能中断基金定投的投资。由于基金定投是一种长期投资方式，中途下车可能离目标还

有很远，尤其是股市有涨有跌，如果在股市低潮时急需用钱，就可能"被迫下车"而遭遇损失。 

 

——摘自 经济参考报 
 
 
⊙互动园地 
 

1.申购天治基金，投资所得的部分需要交纳所得税吗？ 

目前国家规定，以下情况属于暂不征税的范围：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个人和非金融机构申购和赎回基金单位的差价收入不征收营业税；对个人买卖

基金暂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基金获得的差价收入，在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的差价收入未恢复征收个

人所得税以前，也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天治财富刚分完红，选择红利再投资部分是如何计算再投资份额？ 

分红方式选择红利再投资，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再投资所得份额：红利再投资确认份额=享受分红权益的基金份额×每

基金份额派发红利金额/分红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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