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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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19 1.0594 2.6047 3.2025 3.5625 0.9787 2.9197 

2007-10-18 1.0594 2.6047 3.1961 3.5561 0.9818 2.9257 

2007-10-17 1.0820 2.6273 3.2832 3.6432 0.9978 2.9569 

2007-10-16 1.0902 2.6355 3.3139 3.6739 1.0047 2.9704 

2007-10-15 1.0812 2.6265 3.2852 3.6452 1.0000 2.9612 

基金名称 天治天得利货币市场基金 

日期 2007-10-15 2007-10-16 2007-10-17 2007-10-18 2007-10-19 

7 日收益率（%） 1.7650 1.8000 1.8160 1.8330 1.8410 

每万分基金收益 0.4926 0.4965 0.4965 0.4980 0.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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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6 -2.13% 32 -2.02% 54 

过去一月 -0.36% 8 -0.60% 51 -1.60% 109 

过去三月 25.22% 3 30.93% 24 37.59% 24 

过去六月 37.18% 5 52.74% 33 50.77% 85 

今年以来 85.78% 3 122.64% 17 139.71% 28 

过去一年 130.60% 3 181.20% 19 195.77% 44 

 

2007 年 10 月 22 日 第一百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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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处不胜寒 

 

上周股市出现了冲高回落，缩量整理的走势。周四传言 A-H 股正在研究互换，

尽管短期真正实施的可能性很小，但市场仍然出现不小的调整。而且在周五证监

会出面澄清后，仍然走势较弱。 

 

我们认为，管理层不断的提示风险正在起作用。在提示风险的同时，资金面

的供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盘股发行不断，而新基金（QDII 基金除外）的发

行也基本停顿。这些措施的作用，虽然不会像 5.30 那样，由于一种政策直接对

股市产生较大影响，但资金的持续收缩，终究会使做多力量枯竭。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全球前 10 大市值的上市公司中，中国占了 4个，同美国

相同。目前的市盈率也已 60 多倍，从估值角度说，无论如何不能说便宜。而三季

报业绩增长如果没有预期的高，必将动摇估值的基础。而从目前统计局公布的工

业增加值、企业利润增速和企业利润构成来看，三、四季度公司的业绩很可能没

有上半年增长快。 

 

上周的缩量也许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投资者的谨慎。在全球市场动荡的时刻，

我们应该保持一份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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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货币 480 亿元。央行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

用社启动特别存款机制，以达到回笼非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流动性的目的，第一

批特别存款将于 10 月 23 日上缴。加之 10 月 25 日年内第八次调高准备金率 0.5%

缴款，以及中石油在 10 月 25、26 日发行，市场预期下周市场资金将再度全线绷

紧。上周银行间市场已开始反应，中长期回购利率飞涨，短期债券价格直线回落，

收益率曲线加速平坦化。 

 

美联储的降息及目前继续存在的降息预期，使得国内的货币政策趋于困境：

一方面国内高居不下的通胀使得国内升息仍有必要，另一方面中美利差的进一步

缩小又将进一步促使流动性泛滥，使得央行目前关注的通胀、信贷投放过快等问

题难于解决。我们认为央行三季度升息频率的加快显示了其抑制通货膨胀预期的

决心，因而虽然美国降息制约国内利率上升空间，但由于 9、10 月份 CPI 仍处高

位（据悉 9月 CPI6.2%）， 2007 年全年 CPI 可能达到 4.5%，从消除负利率的角度

看，央行升息仍有空间。对交易类机构，仍需以谨慎心态等待升息尽头的到来，

债市利空的出尽。对配置类机构，可以考虑在逐步升息、收益率逐步上升的过程

中逐步适当加长组合久期。 

 

（作者：史向明  天治天得利货币基金 基金经理）

 

 

 

⊙聚焦天治 

 

天治旗下三基金全面参加交行定投 8+8 
 

近日，天治基金发布公告称，旗下天治核心成长、天治品质优选、天治财富

增长三只产品，将参加交通银行定期定额投资 8+8 优惠活动。即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3 月期间，上述三只基金的定投申购费率实行 8折优惠，同时从 2008 年 4

月起算，若连续成功扣款 12 期，则从第 13 期扣款开始，定投申购费率享受 8 折

优惠。 

 

据了解，天治基金产品线相当完善，此次参加活动的三只基金分别为股票型、

积极配置型、稳健配置型，截至 10 月 15 日，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达到 144.92%、

128.39%、89.60%，在同类型产品中均排名靠前、业绩骄人，适合对风险收益程度

有不同要求的各类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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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观是理财的一种气质 
 

“即使遇到不快乐的事，也请一定要快乐。”最近翻看朋友送给我的一本英文

童话，第一页上就是朋友写给我的这句话。 

 

这本名为《波丽安娜》的童话书和小王子齐名，讲的是一个名叫波丽安娜的

11 岁女孩，父母双亡，身无分文，寄住在脾气古怪的姨妈家。但即使是有再糟糕

的境遇，再倒霉的运气，小女孩也从来没有遗失过快乐，因为她懂得去看到“每

朵乌云的那道银边”，她明白去寻找身边事物美好的一面。于是，她创造了一个奇

迹，Pollyanna 代表了“乐观昂扬到无法压抑，万事万物都能看到好来”的人。

 

这样的女孩，让我联想起采访过的一位民营女企业家。经营房地产的她，在

最困难的时候被 4 家银行代表围堵在办公室里偿还贷款，几乎陷入比破产还要糟

糕百倍的境地——负债数亿。于是我问她，怎样渡过那个难关。她淡定地说，只

是像平常一样工作。然后，房产就升值了，困境也解除了，她的身家也有了正向

的数亿元。在那个时候，能保持像平常一样工作，不慌不忙，乐观从容，我想，

这大约就是她理财的气质，也是她成功的气质。 

 

理财是不是件快乐的事？ 

 

赚钱的人一定会说是。那么如果你在投资路上彷徨呢，如果你在投资途中判

断失误呢，如果你在亏损的边缘徘徊呢？ 

 

前几日有机会采访投资大师罗杰斯，身边的朋友一致希望我能从他嘴里套出

几个“乌鸦变凤凰”的黑马股。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问题抛出去，大师大致地指

出中国股市的能源、农业、航空等板块的股票。正满心欢喜地准备回去复命，发

现那边厢，另一位投资大师巴菲特正开始减持中石油的股票。两个大师的相左论

断，一定意味着错误判断的产生。但是，错误并未妨碍大师的炼成。罗杰斯说过，

他这一生犯过的错误不计其数，可最终，他从这些错误中站起来，学会了理财的

自如和从容。那么错误又是不是理财快乐的一部分呢？ 

 

波丽安娜的扉页，有一段宋美龄在美国爱丽佛女校演讲时说的话，“书中的小

女孩是那么快乐，即使在最悲伤的时刻，我想，她比很多成人更懂得人生的真谛。

她让我知道乐观对于优雅风格形成的重要性，一个真正优雅的女士，必须是那样

的乐观。而这快乐的根基，是顽强。” 

 

这段话送给投资者是这样的合适，一个顽强而快乐的投资者，才真正明白理

财的真谛。 

 

——摘自 理财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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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