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上海市复兴西路 159 号  邮编：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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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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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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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24 1.6384 2.5484 2.9939 3.3539 1.7412 2.7512 

2007-08-23 1.6274 2.5374 2.9692 3.3292 1.7212 2.7312 

2007-08-22 1.6175 2.5275 2.9446 3.3046 1.7071 2.7171 

2007-08-21 1.6058 2.5158 2.9199 3.2799 1.6931 2.7031 

2007-08-20 1.5921 2.5021 2.8924 3.2524 1.6775 2.6875 

基金名称 天治天得利货币市场基金 

日期 2007-08-20 2007-08-21 2007-08-22 2007-08-23 2007-08-24 

7 日收益率（%） 1.656 1.632 1.616 1.611 1.612 

每万分基金收益 0.4414 0.4418 0.4292 0.4295 0.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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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 5 8.56% 36 8.83% 96 

过去一月 13.11% 2 15.29% 30 16.58% 72 

过去三月 11.11% 8 19.59% 40 17.10% 100 

过去六月 45.03% 5 67.84% 22 61.27% 77 

今年以来 75.69% 3 108.14% 18 118.56% 35 

过去一年 134.53% 3 183.97% 19 194.43% 43 

 

2007 年 8 月 27 日 第一百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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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元 (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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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通车带我们去那里 

 

港股直通车马上进入可操作阶段了。中国银行透露消息，最快本月 30 日可以

受理开户。届时全国的投资者都可以去当地的中行开户，用人民币没有额度限制

地兑换港币，买卖港股，而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坐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完成交易。

投资港股变得同买卖 A 股一样非常便捷。 

 

如果做一个调查，有多少人会去投资港股，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信

息来源较少，资金有限的散户，会觉得没有必要，本来资金不多，又不熟悉香港

的市场。但一些有实力的大、中户，明显的表示出兴趣，很多人做好了开户准备。

毕竟港股的股值太有吸引力了。 

 

截至上周五，8月 24 日，仍有很多 A-H 股的差价巨大。而这些股票很多是大

蓝筹股票，也符合我们国内 A 股投资者追逐的标准。差价较大的如中国铝业，港

股 16.22 港元，A股 46.02 元。差价相对较小的招商银行 28.60 港元，A股 38.55

元。 

 

但我们不认为两地的估值水平会很快趋于相同。从投资者偏好来看，喜欢买

本地股票，无论是研究和信息方面，对企业的经营信心都有优势。而香港市场是

以国际投资者为主的市场，估值定价主要参考国际机构，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

心和企业的经营前途，不如国内投资者坚定。我们才是中国经济的切身体会者。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台湾、韩国的股市开放程度比我们高很多，国际资金也

基本可以自由进出，但他们的估值水平也没有完全同国际水平一样，而是高出很

多。 

 

但眼前的情况是，同样的公司，H 股比 A 股便宜很多，我们要不要去买？这

确实是个考验。 

 

（作者：刘红兵  天治财富增长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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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 8 月 21 日晚宣布，自 8 月 22 日起再度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年内第四次上调 27bp。由于通货膨胀持续高位，年内底四次

加息符合预期，但在时点上略有意外，不过也再次印证了“定向央票之后一周即

加息”这个今年来屡次发生的“规律”。 

 

本次加息整体来说对债券市场影响不大，因为投资者普遍认为年内利息再度

上行的空间有限，年内最多再有一次加息的可能，而主流机构在下半年对债券资

产却有较为旺盛的配置需求。本周来自债券一级市场的消息继续印证了这一点。

宣布升息后，招标发行的 7年期国债发行利率 3.90%，和升息前的市场预期一致，

并且继续获得了高比例认购。与中长期债相比，短期债券利率受利率上调的影响

较为明显，本周新发 3 年期央票利率上升 10bp，新发 3 个月央票利率上升 4bp，

预计下周新发 1 年央票利率也将上升 10bp 左右。 

 

对通胀的担忧和债券需求回升两大因素决定着债市未来的走势。我们的观点

基本和前期一致（年内第四次升息使债券市场利空得到较大程度释放，但根据目

前的经济形势，央行仍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回笼市场流动性，以及通过升息来平抑

通货膨胀预期，对交易类机构，债市行情仍需留一份谨慎），但继续在发生积极的

变化。若美联储转而降低利率，则将大大制约国内利率上升的空间，债市的投资

机会也将豁然出现。对于操作相对灵活的债券基金，建议适度拉长久期，为债市

可能的投资机会做好布局。 

（作者：史向明  天治天得利货币基金 基金经理）

 

 

⊙聚焦天治 

 
天治财富增长基金将大比例分红 净值归一 

 
天治基金旗下天治财富增长基金今日发布分红预告，8月 30 日将实施大比例

分红，每 10 份基金份额拟派发现金红利 5.5 元，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和除息日

为 8 月 30 日，8 月 30 日当天可能会根据实际可分配利润的情况调整分红的具体

金额，使得当天基金净值切切实实回归一元。同时从 27 日起到 9月底，天治基金

将在浦发行开展持续营销活动，投资者可通过浦发行、交行、民生银行、兴业银

行及各大券商网点进行申购，基金申购代码为 350001。 

 

此外，天治基金还将从 8月 28 日起在浦发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每月最低扣

款额为 500 元。  

 

    据悉，天治财富增长基金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投资风格为偏债配置型，

投资目标是在确保基金单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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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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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N＜3年 0.1%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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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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20%-100%。截止 2007 年 8 月 23 日，根据中

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天治财富增长基金今年以来净值增长达 74.52

％，在同类基金中位居第三位。 

 

——摘自 网易财经

 
 
⊙助您理财 
 

开放式基金的吉祥三宝 

 

一首《吉祥三宝》曾经红遍大江南北，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目前开放式

基金销售日渐火暴，特别是时下新基金销售动辄百亿元的认购量，追捧基金的投

资者越来越多，基民队伍在不断增大。其实买基金也有很多技巧，“基金三宝”是

广大投资者、特别是新入市“基民”应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第一宝：长期持有  

  

去年多数基金出现了翻番行情，但约有一半以上的基金投资者没有拿到翻番

的收益，原因是没有坚持长期投资的原则。  

 

很多人 1 元的时候买了基金，但涨到 1.3 元的时候，便本着落袋为安的原则

急忙办理了赎回。可此后基金净值依然继续增长，于是自己又后悔不迭，一番犹

豫之后，又在 1.8 元的时候杀入，可基金涨到 2 元以上时，又犯了沉不住气的老

毛病，再次做了赎回，一年下来一通忙活，还不如人家撒手不管的投资者赚钱。

  

巴菲特说，“短线操作就像把你关在一个黑屋子里，再给你一把锤子”。由此

造成的破坏可想而知。特别是在目前股指创出历史新高，基金净值涨幅减少，而

波动相对增大的背景下，如果再盲目做短线操作的话不但不能赚钱，而且还有可

能赔钱。因此，买基金一定要树立长期投资的信念：长期投资，必有回报。  

  

第二宝：分散投资  

  

如今基金公司的业绩可以说“风水轮流转”，去年业绩排在前 10 名的基金今

年几乎都排在了 50 名之后，由此可以看出各家基金公司由于规模不同以及投资和

操作风格不同，业绩会有一定的涨跌起伏。再厉害的投资者也无法始终买到最优

秀的基金，所以这时可以采用分散投资的办法。  

 

一是可以选择数量的组合，从孤注一掷买一只基金，到分散买三至五只基金；

二是基金公司的组合，分散投资不单单是买多只基金，而且还应尽量买不同基金

公司的三至五只基金；三是基金类型的组合，开放式基金根据风险程度不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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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市复兴西路 159 号  邮编：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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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分为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除了特别激进或特别保守的投资者之外，应尽量避免买同一

类型的基金，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当选择三种类型的基金，按照不同的比率进行搭配，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规

避风险和增加收益。不过，买基金也不能太分散，买十只基金就像有十个孩子一样，太多了容易看不过来。 
 

第三宝：定期定额 
 

目前定期定额投资逐渐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这种方式不但有助于养成定期理财、计划开支的良好习惯，而且还可以

均衡建仓成本，避免孤注一掷带来的投资风险，均衡地享受股市增长带来的平稳收益。  

 

不过，定期定额投资基金也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行情有望持续进入火暴状态的时候不适合定投，如果判断股市

即将进入大牛市行情，一次性投资往往比定期定额收益更高，只有在波动较大，震荡频繁的市场行情中，这种投资方式才

能更加发挥优势；二是要选择适当的基金进行定投，选择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的年轻人比较多，因为年轻人抵御风险能力强，

这时选择股票型基金会更好地发挥定投优势，而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并不适用定期定额投资；三是要持之以恒，由

于定投每次投入的额度有限，所以短期内很难显现效果，一般情况下，定投持续三年以上才能得到好的效果，并且长期投

资更能发挥定期定额的复利效应，从而最大限度的增加投资收益。 
 

——摘自 经济参考报 
 
 
⊙互动园地 

 

1.问：天治基金分红有哪两种分红方式？如何修改分红方式？ 

 答：基金的分红分为现金分红和红利转投。分红方式的修改可以到原销售机构修改。 

 

2.问：天治基金申购赎回费用如何计算？ 

 答：天治基金旗下除货币市场基金无申购赎回费用外，其余基金外申购费用采用外扣法计算，申购费＝申购金额－

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赎回费＝赎回份额＊净值＊费率。目前天治旗下基金在多处销售机构有费率优惠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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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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