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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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只混合基

金－偏股型中的排名；核心成长基金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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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31 1.0049 2.5502 2.9630 3.3230 1.7372 2.7472 

2007-08-30 1.0000 2.5453 2.9444 3.3044 1.7224 2.7324 

2007-08-29 1.6299 2.5399 2.9396 3.2996 1.7212 2.7312 

2007-08-28 1.6447 2.5547 2.9937 3.3537 1.7502 2.7602 

2007-08-27 1.6379 2.5479 2.9980 3.3580 1.7476 2.7576 

基金名称 天治天得利货币市场基金 

日期 2007-08-27 2007-08-28 2007-08-29 2007-08-30 2007-08-31 

7 日收益率（%） 1.618 1.620 1.676 1.705 1.740 

每万分基金收益 0.4482 0.4458 0.5353 0.4839 0.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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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6 -1.03% 52 -0.23% 106 

过去一月 4.68% 8 4.77% 50 5.48% 108 

过去三月 18.62% 5 26.26% 38 24.94% 100 

过去六月 56.98% 3 78.50% 26 70.05% 86 

今年以来 76.22% 3 105.99% 21 118.06% 41 

过去一年 132.02% 3 177.67% 22 188.43% 47 

 

2007 年 9 月 3 日 第一百三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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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并持有基金是最佳选择 

 

经过两个月的单边上涨，大盘已经跃上 5000 点。不可否认，虽然支撑市场牛

市的基本因素没有改变，我们对市场未来的预期依然乐观，但由于多空分歧逐步

加大，市场短期面临的风险也在逐步增加。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如何能够减少

风险、稳健投资和获取收益呢？我们认为，目前市场环境下，购买并持有证券投

资基金是最佳选择。 

 

在市场处于阶段性相对高位，震荡有可能加剧，直接投资股市的风险是非常

大的，基金凭借其严格的风控体系和专家择股能力，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是更稳

健的投资选择。作为专业的代客理财的机构，基金首先要注意风险控制。基金在

整体上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在今年 5.30 以前，虽然重组题材是市场上的主流，

但基金一般不盲目追逐，坚持从公司的基本面出发，看未来两三年，行业是否处

于上升周期，收益是否可以稳步提高。此外从历史上看，投资基金也能够较好的

应对市场风险。2003 年 A 股市场整体呈现高位振荡走势，80%左右的股票跑输大

盘，但几乎所有的股票基金净值均实现了 20%以上的增长，充分体现了基金的专

业研究和投资能力。因此，购买并持有投资证券基金是普通投资者应对高位市场

振荡的最佳选择，也是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实现资产增值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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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国债市场震荡整理，收于 110.30 点，微跌 0.01%。市场资金面仍然宽裕，

但对后续政策变化略有担心。央行在本周发行了 6000 亿特别国债，未来央行有可

能逐步卖出特别国债，或者直接向市场发行，这都将大幅收缩流动性。 

 

29 日发行的 6000 亿特别国债，发行方式为财政部向境内商业银行发行，再

向人民银行购买等值的外汇，人民银行利用卖出外汇所得的人民币向境内商业银

行买进特别国债，这个过程不会对商业银行的资金面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在未来可以利用特别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比如在市

场资金过渡充裕时，央行卖出国债，在资金面紧张时，再买入国债。央行也可以

利用市场流通的国债，进行正回购和逆回购操作。总之，央行流动性管理的工具

大大增加。 

 

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高级别官员，最近针对美国次级债危机的讲话和表

态，使市场增强了信心。他们表示，美国经济仍然健康，政府有能力应付信贷市

场的暂时性紧张。这些表态使美国国债上涨。 

 

（作者：刘红兵  天治财富增长基金 基金经理）

 

 

⊙聚焦天治 

 
天治财富增长基金上海浦发行开展费率六折优惠活动 

 
刚刚于 8月 30 日进行了大比例分红的天治财富增长基金，近日又推出营销新

措施！天治基金公司旗下的天治财富增长基金（基金代码 350001）将于 2007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12 日在上海浦发银行开展费率优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上海浦

发银行申购天治财富增长基金的投资者，可享受正常申购费率 6折的优惠。期间，

通过定期定额方式购买天治财富增长基金的投资者，也可享受同等优惠费率，定

期定额每月最低扣款额仅为 500 元。 

 

天治财富增长基金是配置型的基金产品，在结构性牛市中能适应市场变化，

灵活运作，股票配置比例为 0%-70%。截至 8 月 31 日，根据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

究中心的统计，该基金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 76.2%！在同类基金中位居第三位。

 

据了解，天治财富增长基金 8月 30 日刚刚实施了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大比例分

红 10 派 6.353 元，历史累计分红已达 15.253 元。分红后净值在 1 元附近，为新

进入的投资者创造了申购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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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为谁定投 

 

让时间站在你这边，是我们坐拥财富的关键。  

  

基金定投获益主要依靠两个途径，一是相信市场长期向上的趋势，通过长期

投资熨平短期波动；二是借助连续复利的优势，不断累积收益基数，让财富自己

滚雪球。这两个途径要帮助我们抵达幸福彼岸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

是时间———熨平市场波动需要时间，发挥连续复利的强大作用也需要时间。那

么，对于一个有限的人生来说，如何使投资时间变得足够长？只有一个办法，那

就是从现在开始，及早投资，然后等待收获。  

 

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有在年轻时做定投才划算，事实上，任何时刻开始都会是

迈向财富的第一步。比如说一个充满梦想的年轻人，人生规划中可能需要留学进

修，需要买房成家，而他苦于没有充足的积蓄，于是选择定投，将每月节余持续

不断地用于投资，积少成多，轻松成为财富的主人。  

 

一旦人到中年万事忙，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孩童有待哺育，虽然收入渐

增但仍需量入为出，定投无疑也是妥善安排生活的方法之一。为老人做份定投，

预备医疗保健，为孩子做定投，确保教育无忧。同时，因每月只需支出一小部分

资金，对日常生活也不会产生影响。  

 

进入老年之后，虽有子女孝顺身旁，却总不愿成为家人拖累，希望仍能尽已

之力，于是选择定投，给茁壮成长的孙儿留份未来的礼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定投是一种人生态度，它反映出我们的生活理性———

一个人在未来将拥有怎样的生活，取决于他今天所做的准备。除了我们自己之外，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更重要的人，为他们做份定投，越早越好，不妨就从今天开

始。 

 

 

——摘自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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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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园地 

 

1.问：天治旗下的基金每年都会分红吗？多久分一次？ 

 答：基金并非每年都会分红，也没有规定分红的频率，基金分红首先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其次取决于基金的投资

策略，由基金管理人综合各方面情况来作出是否分红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 8月 30 日天治财富增长基金率先分

红，而净值更高的天治核心成长和天治品质优选暂时不进行分红。 

 

2.问：天治几只基金究竟哪只好？怎么比较？ 

 答：天治基金旗下共 4只基金，收益与风险程度均不同，组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产品线。投资基金时，应当结合自身

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收益期望来进行选择。特别注意以下几点：同类型的基金才能比较；不能忽略“起跑点”的

差异；尽可能以长期的业绩进行比较；不要忘记“分红”因素。 

 

 

 

 

 

 

 

 

 
《天治每周资讯》并非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仅作为客户服务内容之一，供投资者参考，不代表本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承

诺，投资有风险。本资讯所用信息（均出于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提供任何直接的或隐含的

声明或保证。本资讯版权为本公司所有，未获得本公司的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周报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

需引用，需注明出处为“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周报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