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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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02 1.0367 2.5820 3.1764 3.5364 0.9618 2.8867 

2007-11-01 1.0510 2.5963 3.2289 3.5889 0.9848 2.9316 

2007-10-31 1.0595 2.6048 3.2420 3.6020 0.9897 2.9411 

2007-10-30 1.0530 2.5983 3.2120 3.5720 0.9829 2.9279 

2007-10-29 1.0428 2.5881 3.1701 3.5301 0.9700 2.9027 

基金名称 天治天得利货币市场基金 

日期 2007-10-29 2007-10-30 2007-10-31 2007-11-01 2007-11-02 

7 日收益率（%） 4.6000 5.3270 6.0590 7.0040 6.2230 

每万分基金收益 1.8626 1.8453 1.8455 1.8459 0.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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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2 1.69% 9 0.97% 26 

过去一月 -1.90% 5 -1.50% 26 -3.14% 69 

过去三月 7.99% 7 12.32% 35 13.95% 62 

过去六月 26.62% 6 42.76% 35 39.49% 89 

今年以来 81.80% 3 120.83% 17 135.57% 26 

过去一年 125.85% 3 178.71% 17 192.51% 42 

 

2007 年 11 月 5 日 第一百四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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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荡整理 机遇并存 

 

上周市场在中石油即将上市的消息的压力下出现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大

型的蓝筹股在显著的比价对照下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下跌。我们认为，这是两方面

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三季度若干行业的净利润出现了明显的环比下降，这是最近两年以来

首次出现，除了银行、保险、地产等行业三季度继续保持稳定的净利润环比上升

外，大部分行业如钢铁、机械、有色等大行业利润均出现环比下降，使我们担忧

行业增长的拐点是否已经出现。 

 

其次，随着 QDII 的不断深入，目前 A股估值偏高的担忧也逐渐浮现。市场开

始质疑是否上市公司能够达到投资人的期望，或者是投资人的期望不切实际。市

场的资金面开始出现紧张，新股发行的速度开始加快，而新发基金暂时停止，证

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再次出现微妙的变化。 

 

从热点看，市场的主线仍然是围绕人民币升值，对金融地产类公司加以追捧，

而对钢铁、有色等行业则选择了减仓。整体上讲，市场交投较为淡静，大市值公

司表现优于小市值公司。市场整体维持着脆弱的平衡，既不甘心就此结束行情，

又缺乏追高的勇气，呈现一个涨跌两难的局面。 

 

从本周的情况看，由于金融地产类公司积累了很大的涨幅，因此本周可能出

现一轮补跌。而前期跌幅较大的一些行业可能反而会出现反弹，不过由于金融地

产仍然是最具潜力的板块，我们预期该板块仍将出现震荡上涨的机会，而其他的

一些板块在经历反弹后将继续往下调整。 

 

（作者：余明元  天治核心成长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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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国债指数微涨 0.26%，收于 109.89 点。由于今年以来最大的 IPO 中国石

油的发行吸引了大量资金，本周申购资金解冻后，市场回购利率回落到正常水平。

 

针对上周申购资金引起的资金面紧张，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净投放

资金 600 亿元。其中央票的中标利率略有上升。预计下周资金面将不再紧张，央

行将加大资金回笼力度。 

 

下周将陆续公布 10 月份经济指标。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数据分析，10

月的 CPI 有可能反弹，再次创出今年新高。因此，年内再次加息可能性增大，也

将对债券市场产生压制。 

 

美国本周的降息对央行的加息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使央行的加息变的两难。

中美利差的缩小降低了央行升息的空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

延续，但国内通胀的压力却有增无减。 

 

（作者：刘红兵  天治财富增长基金 基金经理）

 

 

 

 

⊙聚焦天治 

 

天治基金开通建行龙卡储蓄卡网上交易 
 

天治基金近日公告称，自 2007 年 11 月 5 日起，正式推出与中国建设银行合

作开发的基金网上交易业务。届时，投资者持开通网上支付功能的建行龙卡储蓄

卡，可通过天治基金网站（www.chinanature.com.cn）办理基金网上交易业务，

并享受最低 4 折的申购费率优惠。 

 

此次开通建行龙卡网上交易的三只基金天治财富增长基金、天治品质优选基

金和天治核心成长基金，分别为稳健配置型、积极配置型和股票型基金，业绩不

俗，适合各类对风险收益程度有不同要求的投资者。 

 

——摘自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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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中的平衡艺术——六种理解 
 

大盘开始动荡，基民心态容易失衡。投资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和基民分享一

下我对于"平衡"一词的六种理解：   

 

第一是平衡的心态。米卢说态度决定一切。投资基金也是如此。在下决心购

买了某只基金以后，千万不必对它牵肠挂肚。不要因为买了基金而打乱生活节奏，

不因基金投资而挤占人生更多宝贵的时间。平衡的心态，是一种自然的心境，更

是一种超然的状态。 

 

第二是平衡的资产组合策略。作为一名成熟而理性的投资者，还需要在不同

的基金产品之间、不同的投资产品之间进行重新搭配和选择，做到分散风险、实

现收益的最大化。可以说，平衡的资产组合策略是长期投资者唯一的选择。 

 

第三是平衡投资时间。基金整体投资的操作策略，使得基金的业绩表现与证

券市场的环境变化密不可分。而证券市场不会一路上涨，也不会单边下跌，它具

有一定的涨跌变化等周期性规律。基民不研究和分析证券市场变化特点，茫茫然

追涨杀跌，将不能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短期投资，频繁操作，会因基金申购、

赎回成本较高而难以实现更多的利润累积。 

 

第四是平衡投资收益。虽然在牛市背景下，红利再投要优于现金分红。但现

金分红并不是一无是处。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采取不同的收益实现方式，产生

的投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现金分红被认为是众多投资者可以接受的一种收益分

配惯例。当然，前面也提到在牛市行情中，红利再投资却有着比现金分红更大的

投资优势。因此，基金投资者要适时地把握好平衡投资收益。 

 

第五是平衡投资风险。收益永远与风险成正比，很多基民老是喜欢问我哪个

基金风险小，收益高。我总是回答他们不存在这样的基金。你必须在风险和收益

间适当取舍，取到你认为合适的平衡位置。 

 

  第六是平衡投资计划和目标。不同人对于基金投资的目的各不相同，养老、

子女教育、买房、买车等各种目的的基金组合选择各不相同，这里就牵涉到投资

计划和目标的平衡问题。不同的投资计划对于预期收益各不相同。平衡好投资计

划与目标的关系，这样心态就会平和很多。比如上周大跌，如果你的资金只是为

２０年后的养老做打算，就大可不必有什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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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