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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策略报告              
 

                     
 

——甄别基金风险差异，有效控制组合风险 

投资策略 
 甄别基金风险差异，有效控制组合风险——权益类开放式基金投资建议 

 市场短期仍存在调整压力，继续维持强势整理走势，发展态势则将更
多受到外延式增长、金融综合经营、股指期货、股权激励等制度性因
素或政策因素影响，维持控制基金组合风险水平（降低组合内权益类
基金品种的配置权重，或者调整组合内权益类基金产品、适当增加相
对低风险产品比重）的投资建议。 

 债市短期环境宽松，继续侧重参与新股投资的纯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
类开放式基金投资建议 

 短期加息预期减弱、资金供应相对充裕，债券市场阶段环境相对宽
松，追求相对稳定收益的投资者可适当增持债券基金。考虑到新股发
行给参与新股申购的债券型基金提供获得相对较高 “无风险收益”机
会，继续建议在债券基金选择上相对侧重以债券投资为主、并积极参
与新股投资的纯债券型基金。 

 维持增持大盘封闭式基金建议，精选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品种——封闭式基
金投资建议 

 大盘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水平小幅下降到 23%，部分基金年度分红预
期套利收益已经基本得到反映。不过，一方面年度分红尚未开始，基
于年度分红的套利行情将继续演绎；另一方面，部分基金仍处于相对
较高折价水平，具有一定安全边际。因此，维持增持大盘封闭式基金
建议，并精选其中相对高折价、具有较高分红预期基金重点投资。 

 随着行业膨胀下基金规模尤其是单只开放式基金规模过大下管理效率
的下降，以及持有人在市场振荡时频繁申购赎回操作对业绩影响，小
盘封闭式基金在规模上的双重优势（规模小、稳定）将得到一定显
现，对于 2008 年底到期小盘基金建议关注长期动态收益能力。 

组合推荐 
进攻型组合 防御型组合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投资权重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投资权重 
999054 方达策略 20% 999083 富国天益 15% 

999077 长盛精选 20% 999093 华安配置 15% 

999090 广发稳健 20% 999109 博时主题 15% 

999120 景顺鼎益 20% 999115 广发小盘 15% 

999216 嘉实主题 20% 999033 嘉实债券 40% 
 

绝对收益组合 封闭基金组合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投资权重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投资权重 
999036 宝康债券 50% 184699 基金同盛 20% 

999227 大成债券 C 50% 184703 基金金盛 20% 

   184728 基金鸿阳 20% 

   500011 基金金鑫 20% 

   500015 基金汉兴 2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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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益类开放式基金投资建议 

甄别基金风险差异，有效控制组合风险——权益类开放式基金投资建议 
 宏观经济有望温和回落 

 尽管外部经济下滑风险增大、出口温和回落，但消费增长保持高速、
投资增速短期也有望维持高位，而且政府正通过利率（紧缩流动
性）、更为主动性的汇率政策来降低经济过热的风险，以实现更为平
衡和协调的增长。因此，预计未来中国经济有望温和回落，并在全球
经济减速周期中实现软着路。 

 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持续加快，随着政府加快经济适用房和廉
租房建设、打击开发商囤积土地行为等调控措施的推进，未来房
地产投资仍将保持较高增速；同时，尽管中央项目投资增速放
缓，但地方项目投资增速却在加快，且由于投资中自筹资金比重
增大，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地方和民间投资的控制难度。因此，
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较高增速。 

 在外部经济回落、人民币升值及内部调控作用下，出口呈现温和
回落趋势，但短期内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不会有较大改变，出口
大幅下降的可能性较小，顺差有望维持较高水平。 

 消费方面，随着政府“减税增支”财政政策推动和居民自主性消
费启动共同作用下，居民实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逐
渐增加，消费增长未来仍将保持较高的速度。 

 资金短期入市意愿继续回落，甄别基金风险差异、有效控制组合风险 
 外部环境方面，次级债影响下国际市场环境对国内市场走势存在一定
的抑制。国内市场估值水平不低，在 9 月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利率后，
总市值回报率已经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的水平，高估值压力需要上市
公司的业绩增长来在化解，在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同比增速逐渐放缓、
超预期难度上升的情况下，市场受业绩增长支撑力度减小。 

 而市场缩量调整的同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数据显示，A 股开户
数继续回落，进入 11 月份以来日均开户数维持在 15 万户以下，低于
全年平均水平，且呈现进一步缩减趋势。基金方面，观察近期拆分、
大比例分红促销、封转开、保本基金到期转型等销售情况看到，居民
认购基金的热情也有所降温，这点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的新增基
金开户数据也得到反映。资金短期内入市意愿继续回落。 

图表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 A 股及基金开户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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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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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分析，市场短期仍存在较大的调整压力，预计下阶段继续维
持强势整理走势，发展态势则将更多受到外延式增长、金融综合经
营、股指期货、股权激励等制度性因素或政策因素影响。因此，维持
控制基金组合风险水平（降低组合内权益类基金品种的配置权重，或
者调整组合内权益类基金产品、适当增加相对低风险产品比重）的投
资建议。 

 根据国金基金评价体系中的下行损失指标1及基金净值增长率标准差情
况，我们对国金开放式基金评级综合收益能力获得四星级以上基金产
品（包括股票型、混合型）间的相对风险水平进行了比较（图表 2），
便于投资者根据风险承受能力调整持仓情况或者选择基金。 

图表2：国金开放式基金评级综合收益能力获得四星级以上基金产品（包括股票型、混合型）间相对风险水平比较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评级星级 下行损失 标准差 综合风险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评级星级 下行损失 标准差 综合风险

融通景气 股票型 ★★★★★ 高 高 高 大成精选 混合型 ★★★★ 高 高 高 

上投优势 股票型 ★★★★★ 高 高 高 巨田资源 混合型 ★★★★ 高 高 高 

景顺增长 股票型 ★★★★ 高 高 高 广发优选 混合型 ★★★★ 高 高 高 

鹏华 50 股票型 ★★★★ 高 高 高 华夏增长 混合型 ★★★★ 中高 高 高 

荷银精选 股票型 ★★★★ 高 高 高 方达策 2 混合型 ★★★★ 高 中高 中高 

方达策略 股票型 ★★★★ 高 中高 高 华夏红利 混合型 ★★★★★ 中高 中高 中高 

广发聚丰 股票型 ★★★★★ 中等 高 中高 添富优势 混合型 ★★★★★ 中高 中高 中高 

光大量化 股票型 ★★★★★ 中高 中高 中高 广发稳健 混合型 ★★★★★ 中高 中高 中高 

南方高增 股票型 ★★★★ 中高 中高 中高 大成稳健 混合型 ★★★★★ 中等 中等 中等 

华夏精选 股票型 ★★★★★ 中高 中高 中高 景顺平衡 混合型 ★★★★ 中等 中等 中等 

南方绩优 股票型 ★★★★ 中高 中高 中高 南方稳健 混合型 ★★★★ 中等 中等 中等 

华宝增长 股票型 ★★★★ 中等 中高 中高 广发聚富 混合型 ★★★★ 中等 中等 中等 

光大红利 股票型 ★★★★ 中高 中等 中等 华宝收益 混合型 ★★★★★ 中等 中等 中等 

华泰中国 股票型 ★★★★ 中等 中等 中等 兴业趋势 混合型 ★★★★ 中低 中低 中低 

国海弹性 股票型 ★★★★ 中等 中等 中等 招商先锋 混合型 ★★★★ 中低 中低 中低 

鹏华收益 股票型 ★★★★ 中等 中等 中等 华安配置 混合型 ★★★★ 低 中低 中低 

富国天益 股票型 ★★★★ 中高 中低 中等 中银中国 混合型 ★★★★ 低 中低 中低 

博时精选 股票型 ★★★★★ 中低 中等 中等 华夏回报 混合型 ★★★★★ 中低 低 低 

国泰精选 股票型 ★★★★★ 低 中等 中低 博时价值 混合型 ★★★★★ 中低 低 低 

华宝动力 股票型 ★★★★ 中低 中低 中低 宝康配置 混合型 ★★★★ 低 低 低 

景顺鼎益 股票型 ★★★★★ 中低 中低 中低 嘉实成长 混合型 ★★★★ 低 低 低 

上投阿尔 股票型 ★★★★ 中低 中低 中低       

嘉实服务 股票型 ★★★★ 中低 中低 中低       

诺安股票 股票型 ★★★★★ 中等 低 中低       

嘉实稳健 股票型 ★★★★ 低 中低 低       

鹏华价值 股票型 ★★★★ 中低 低 低       

博时主题 股票型 ★★★★★ 低 低 低       

华安创新 股票型 ★★★★ 低 低 低       

长城消费 股票型 ★★★★ 低 低 低       

大成价值 股票型 ★★★★ 低 低 低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1
下行损失指标＝∑min（0，ai），ai 为第 i 周的净值增长率。该指标考察基金期间的下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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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风格：关注侧重成长性突出中小盘股及长期趋势相对明朗股票的基金 
 在高估值水平及资金驱动的市场特征下，我们维持“长期投资趋势”
与“主题投资”相结合的平衡策略，并根据大小市值股票超额收益变
化趋势，优选如下行业板块： 

 从大小市值股超额收益运行变化的规律上看到，中小市值股票的
超额收益率呈现上升趋势，建议适当侧重中下盘股中成长性突
出、动态估值水平具有比较优势的优势企业。 

 人民币升值下的投资机会，内需型消费品、消费型服务业、航
空、造纸行业在升值过程中属于优势资产。 

 资产价格膨胀趋势带来金融、地产、资源品的投资机会，基于业
绩释放的确定性以及升值加快的预期，我们依然看好上述行业的
长期趋势。 

 经济结构转变趋势所带来内需型消费服务投资机会，这是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过程必然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且此类行业具有
不受宏观紧缩政策影响的特点。  

 资产注入与股权激励主题板块，前者通过外延式增长降低投资风
险，后者通过强化内生性增长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应用 Sharpe 资产类别模型将基金组合收益率在不同资产类别间进行有
效分解，来动态观察判断基金在某一期间范围内在不同资产类别之间
的平均配置情况。结果显示，基金股票配置风格基本保持稳定，在中
小盘股以及消费品、服务业（包括金融）、原材料等行业上的相对配
置权重呈现上升趋势。 

图表3：基金股票配置风格测算 1 图表4：基金股票配置风格测算 2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基于上述市场结构分析，建议投资者在控制基金组合风险的同时，现
阶段适当侧重配置绩优中小盘股及消费服务、金融地产、资源类等长
期趋势相对明朗行业板块的基金，如广发小盘成长（重仓中小盘
股）、嘉实主题（重仓航空、资源、金融）、广发稳健（重仓金融、
地产）、博时主题（重仓金融、地产）、长盛精选（重仓金融、服
务、资源）、富国天益（重仓消费、服务）、景顺鼎益（重仓金融、
资源）、工银红利（重仓金融、资源）等产品。 

 中长期管理能力：持续关注综合实力突出基金公司旗下优质基金 
 在长期品种选择上，基金公司的综合实力对于旗下基金业绩稳定性及
持续性的影响显著2，是选择基金进行中长期投资的重要参考因素。 

                                                           
2
国金基金公司评价报告显示，基金公司综合实力评价对选择基金指导效果明显，其中对于长期业绩持续性指导效果更为突出（过去三

个年度净值增长率持续处于同业前半区的 6 只基金中，5 只基金来自于综合实力获得四星级及以上评价的基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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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国金基金公司评价、基金评价结果以及基金三季度末持仓操作情
况，本文给出了更新后的四星级以上基金公司旗下的重点基金产品名
单，作为中长期投资选择参考，具体如图表 5 所示。 

图表5：综合实力突出基金公司及旗下重点基金情况 
基金公司 综合实力星级 股票型基金产品 综合收益能力星级 混合型基金产品 综合收益能力星级

博时 ★★★★★ 博时主题 ★★★★★ 博时价值 ★★★★★ 

华夏 ★★★★★ 华夏精选 ★★★★★ 华夏红利 ★★★★★ 

嘉实 ★★★★★ 嘉实增长 ★★★★ 嘉实主题 ★★★ 

南方 ★★★★★ 南方高增 ★★★★ 南方稳健 ★★★★ 

方达策略 ★★★★ —— —— 
易方达 ★★★★★ 

方达精选 ★★★ —— —— 

长盛 ★★★★ 长盛精选 ★★★ —— —— 

大成 ★★★★ 大成价值 ★★★★ 大成稳健 ★★★★★ 

富国 ★★★★ 富国天益 ★★★★ —— —— 

广发 ★★★★ 广发聚丰 ★★★★★ 广发稳健 ★★★★★ 

国泰 ★★★★ 国泰精选 ★★★★★ —— —— 

华安 ★★★★ 华安创新 ★★★★ 华安配置 ★★★★ 

华宝兴业 ★★★★ 宝康消费品 —— 华宝收益 ★★★★★ 

鹏华 ★★★★ 鹏华收益 ★★★★ 鹏华动力 ★★★ 

上投摩根 ★★★★ 上投阿尔法 ★★★★ —— —— 

银华 ★★★★ 银华优质 ★★★ 银华优势 ★★★ 

注：表中同一星级基金公司排名按字母顺序。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市场节奏往往无法把握，且国内基金行业整体的业绩持续性并不突
出。因此，在对基金历史业绩及稳定性、资产配置与市场预期匹配等
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跟踪基金的业绩趋势变化，适当选择业绩处于持
续上升趋势的基金作为投资选择的有益补充。当然，在构建基金组合
时此类基金建议所占权重相对较低，总权重建议控制在 20%以内。从
基金业绩趋势变化角度出发，并适当考察三季度投资组合、资产配置
与市场预期结构走势的匹配情况，继续建议关注融通行业景气、富兰
克林国海弹性市值等股票型基金以及巨田资源优选、中银国际中国精
选等混合型基金。 

图表6：重点关注基金今年来业绩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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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所列为各基金从年初到各统计截止日期业绩在同业中的排名位置。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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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收益类开放式基金投资建议 

债市短期环境宽松，继续侧重参与新股投资的纯债券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投
资建议 

 尽管今年 1-10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4.4%，比前 9 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但央行并没有在数据出炉后选择加息，显示央行对当前物
价水平尚处于进一步观察之中，短期加息预期有所减弱。不过，从长期
看，为了控制信贷及对抗流动性，紧缩仍是未来政策的主基调。 

 近期包括大盘股中国中铁在内几只股票连续发行背景下资金冻结创出新
高，但回购利率（参考图表 7）并未出现过大幅度波动，同时央票发行利
率也在连续四周上涨后企稳，显示短期银行间市场资金供应较为宽松。 

图表7：Shibor 利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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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综合上述分析，债券市场短期环境相对宽松，追求相对稳定收益的投资者
可适当增持债券基金。考虑到新股发行给参与新股申购的债券型基金提供
了获得相对较高 “无风险收益”机会，继续建议在债券基金选择上相对侧
重以债券投资为主、并积极参与新股投资的纯债券型基金，如华夏债券基
金、富国债券基金、嘉实债券基金、华宝兴业宝康债券基金等产品。 

图表8：重点推荐债券型基金三季度末持仓结构（表中比例为占资产总值比例） 
债券 

基金名称 股票 
债券类合计 国家债券 金融债 央行票据 企业债 可转债 

银行存款及

清算备付金
其他资产

嘉实债券 15.56% 80.20% 31.08% 3.45% 34.50% 9.09% 2.09% 2.30% 1.93% 

宝康债券 12.24% 82.10% 79.26% 2.84% 0.00% 0.00% 0.00% 3.00% 2.67% 

华夏债券 5.37% 65.90% 21.10% 18.85% 12.44% 12.46% 1.05% 25.17% 3.56% 

富国债券 9.05% 61.19% 23.35% 4.54% 25.09% 2.24% 5.26% 24.05% 5.71%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资金充裕下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或将小幅回落——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建议 
 包括大盘股中国中铁在内的新股密集发行使得 11 月份市场回购利率继续

维持高位（图表 7），受此影响，11 月份（2007.10.22～2007.11.21）货
币市场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不包括 B 级基金及产品设计久期相对较短的
上投摩根货币基金）达到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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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货币市场基金买入返售证券占资产净值比例变动 
 2007 年一季度 2007 年二季度 2007 年三季度 

买入返售证券占资产净值比例 4.95% 21.87% 34.61%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0：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曲线 

货币市场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

10-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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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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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取各七日年化收益率的简单平均值绘制本曲线图，统计样本不包括久期设置较短的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及各货币市场基金的 B级。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随着市场资金宽裕局面下回购利率水平对新股发行敏感度的下降，货币市
场基金收益率将逐渐回归平常水平。参考目前的市场利率水平（不考虑新
股尤其是大盘股发行阶段的回购利率波动），货币市场基金中长期收益率
将维持在 3%±0.2%左右。 

 综合比较各基金历史收益及稳定性、规模及流动性等综合因素，继续建议
关注华夏现金增利、南方现金增利、大成货币等货币市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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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闭式基金投资建议 

维持增持大盘封闭式基金建议，精选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品种 
 基于对大盘封闭式基金年度高额分红以及高折价下较高安全边际的判断，

我们从 9 月底开始建议重点配置双高（高折价、高分红）大盘封闭式基
金。封闭式基金市场走势与我们预期一致，过去两个月（2007.09.24～
2007.11.21）大盘封闭式基金市场价格加权平均上涨 9.25%，而同期上证
指数下跌 4.41%，同期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和大盘封闭
式基金的净值分别下跌 5.85%、5.85%和 3.41%，大盘封闭式基金超额收
益明显。 

 目前大盘封闭式基金平均折价水平小幅下降到 23%，其中部分基金折价已
经降至 20%以上，年度分红预期套利收益已经基本得到反映。不过，一方
面年度分红尚未开始，基于年度分红的套利行情也将继续演绎；另一方
面，部分基金目前仍处于相对较高折价水平，具有一定的安全边际。因
此，维持对大盘封闭式基金的增持建议，并精选其中相对高折价、具有较
高分红预期的封闭式基金重点投资，而对于剩余存续期 5 年以上的大盘封
闭式基金产品，折价降至 15%以下建议保持谨慎。 

图表11：封闭式基金折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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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根据基金三季度季报中的可分配收益数据，本文延续此前分析思路，对大
盘封闭式基金年度分红套利空间进行了更新测算，具体情况如图表 12 所
示： 

 由于四季度来实现收益情况未知（四季度来封闭式基金净值全部为下
跌），本文从相对乐观（即四季度实现收益为 0）、相对中性（即四季
度净值增长的 50%为实现收益）、相对悲观（即四季度净值损失全部
为实现收益）三个方面出发进行分析。 

 折价率方面，本文从分红后折价维持现有水平、分红后折价达到
35%、分红后折价达到 30%以及分红后折价达到 25%四种可能出发进
行分析。 

 综合分析结果，建议重点关注汉兴、金鑫、鸿阳、同盛、银丰等基金，适
当关注兴和、同益、科瑞、景福、普丰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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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剩余期限较长的大盘封闭式分红套利空间测算                                                   （统计截止 2007.11.16） 
相对乐观预期 

（四季度实现收益为 0） 

相对中性预期 

（四季度净值损失 50%为实现收益）

相对悲观预期 

（四季度净值损失 100%为实现收益）

基金名称 
当前 

折价率 
分红后折

价维持现

有水平套

利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35%套利

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30%套利

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25%套利

空间 

分红后折

价维持现

有水平套

利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35%套利

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30%套利

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25%套利

空间 

分红后折

价维持现

有水平套

利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35%套利

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30%套利

空间 

分红后折

价达到

25%套利

空间 

基金鸿阳 26.60% 18.40% 12.77% 16.12% 19.48% 14.67% 7.85% 11.91% 15.96% 10.93% 2.93% 7.69% 12.45%

基金金鑫 26.52% 14.90% 8.13% 12.12% 16.12% 13.71% 6.55% 10.77% 14.99% 12.51% 4.97% 9.42% 13.86%

基金同盛 27.14% 13.99% 7.26% 11.54% 15.83% 12.55% 5.40% 9.95% 14.50% 11.12% 3.55% 8.37% 13.18%

基金兴和 25.52% 13.68% 6.03% 10.06% 14.10% 12.30% 4.14% 8.45% 12.75% 10.93% 2.26% 6.83% 11.40%

基金银丰 28.63% 12.77% 6.69% 11.46% 16.24% 9.35% 2.51% 7.88% 13.25% 5.93% -1.67% 4.30% 10.27%

基金汉兴 30.47% 7.80% 2.45% 8.36% 14.27% 7.27% 1.84% 7.84% 13.84% 6.74% 1.23% 7.32% 13.40%

基金同益 25.92% 11.97% 3.91% 8.35% 12.79% 10.94% 2.51% 7.15% 11.79% 9.91% 1.12% 5.96% 10.80%

基金普丰 26.96% 12.05% 4.64% 9.25% 13.86% 9.87% 1.81% 6.83% 11.84% 7.69% -1.02% 4.40% 9.82%

基金景福 27.32% 9.69% 1.85% 6.96% 12.06% 9.01% 0.98% 6.21% 11.44% 8.34% 0.12% 5.47% 10.83%

基金安顺 25.51% 12.42% 4.30% 8.58% 12.86% 10.14% 1.17% 5.90% 10.62% 7.86% -1.96% 3.22% 8.39%

基金汉盛 25.90% 9.93% 1.13% 5.97% 10.80% 9.44% 0.47% 5.40% 10.32% 8.95% -0.19% 4.83% 9.85%

基金丰和 18.26% 12.66% 3.78% 6.43% 9.08% 11.57% 1.70% 4.64% 7.59% 10.48% -0.39% 2.86% 6.10%

基金科瑞 21.56% 12.85% 3.73% 7.12% 10.51% 11.07% 0.83% 4.64% 8.45% 9.29% -2.06% 2.16% 6.38%

基金金泰 22.49% 10.85% 0.75% 4.79% 8.82% 10.25% -0.19% 3.98% 8.15% 9.65% -1.13% 3.18% 7.48%

基金安信 24.09% 9.71% -0.26% 4.31% 8.88% 7.75% -3.12% 1.86% 6.84% 5.78% -5.98% -0.59% 4.80%

基金通乾 23.65% 8.88% -1.72% 2.95% 7.62% 8.00% -3.03% 1.83% 6.69% 7.11% -4.34% 0.71% 5.75%

基金开元 17.03% 11.55% 2.08% 4.72% 7.35% 9.44% -2.25% 1.00% 4.25% 7.33% -6.59% -2.72% 1.16%

基金天元 20.48% 10.67% -0.02% 3.66% 7.34% 8.80% -3.22% 0.92% 5.06% 6.93% -6.42% -1.82% 2.78%

基金普惠 25.18% 7.29% -2.99% 2.25% 7.48% 5.98% -4.82% 0.68% 6.18% 4.66% -6.65% -0.89% 4.87%

基金裕隆 17.74% 9.71% -1.83% 1.51% 4.85% 8.93% -3.36% 0.20% 3.76% 8.15% -4.89% -1.11% 2.66%

基金景宏 22.57% 7.08% -5.08% -0.19% 4.70% 6.96% -5.26% -0.34% 4.57% 6.84% -5.44% -0.50% 4.44%

基金兴华 17.07% 8.80% -3.58% -0.13% 3.33% 8.13% -4.95% -1.30% 2.35% 7.46% -6.32% -2.48% 1.37%

基金裕阳 20.33% 7.71% -5.15% -0.77% 3.61% 7.11% -6.18% -1.65% 2.88% 6.51% -7.22% -2.54% 2.14%

基金泰和 15.11% 8.16% -4.53% -1.34% 1.85% 7.91% -5.10% -1.83% 1.44% 7.67% -5.67% -2.32% 1.03%

基金久嘉 14.12% 7.93% -4.66% -1.65% 1.37% 7.51% -5.70% -2.54% 0.62% 7.09% -6.74% -3.43% -0.12%

基金裕泽 14.25% 7.64% -5.44% -2.29% 0.86% 7.19% -6.55% -3.24% 0.07% 6.73% -7.66% -4.19% -0.72%

基金金盛 8.29% 5.14% -7.42% -5.07% -2.72% 4.67% -9.39% -6.76% -4.12% 4.21% -11.36% -8.45% -5.53%

基金天华 15.48% 4.39% -13.16% -8.67% -4.17% 3.85% -14.39% -9.72% -5.05% 3.30% -15.62% -10.77% -5.92%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明年底到期基金的中小盘基金，着眼其双重规模优势下的动态收益能力 
 对于将于 2008 年上半年到期、尚未进入封转开流程的小盘封闭式基金目

前仅剩基金鸿飞，其在转开放前折价降至 3%假设下的静态收益空间仅为
2%左右，在短期股票市场仍存在调整压力的情况下安全边际有限。 

 对于科翔、科汇、汉鼎等三只将于 2008 年底到期的小盘封闭式基金，其
未来一年具有 7%～10%左右的静态收益空间，与开放式基金相比并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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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明显优势。不过，随着行业膨胀下基金规模尤其是单只开放式基金规模
过大下管理效率的下降，以及主力持有人（个人）在市场振荡时频繁申购
赎回操作对业绩的影响，小盘封闭式基金在规模上的双重优势（规模小、
稳定）将得到一定显现，因此对于上述三只基金我们更关注其在上述优势
下的长期动态收益能力。 

 综合比较折价率水平及持续动态收益能力，对于 2008 年底到期的小盘封
闭式基金，短期建议关注基金汉鼎，长期建议关注基金科翔。 

图表13：小盘封闭式基金投资价值比较                                                                             （统计截止 2007.11.16） 

基金名称 存续截止日期 当前折价率 
持有到期折价归零

的静态收益空间

按当前折价计算转

开放前折价降至 3%

的静态收益空间

相对悲观预期下年

度分红套利机会

相对中性预期下年

度分红套利机会 

相对乐观预期下年

度分红套利机会

基金鸿飞 2008-4-14 4.43% 4.63% 1.49% 1.67% 1.88% 2.09% 

基金科汇 2008-12-13 7.54% 8.16% 4.92% 3.17% 3.58% 3.99% 

基金科翔 2008-12-13 9.21% 10.14% 6.83% 2.43% 3.10% 3.77% 

基金汉鼎 2008-12-31 12.89% 14.79% 11.35% 3.28% 3.79% 4.30% 

注：分红套利机会计算中对于悲观、中性、乐观预期假设条件同大盘封闭式基金部分，并假设分红前后折价保持不变。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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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组合推荐 

 国金 0710 期基金组合的业绩表现分析如下（文中所述基准的定义参考图
表 19））：  

♦ 受股票市场回调影响，本期进攻型组合、防御型组合收益率分别
为-8.13%和-6.44%，其中进攻型组合战胜基准 0.26%，防御型组
合落后基准 1.23%。基于对封闭式基金市场结构的正确判断，本
期封闭式基金组合收益仅微跌 0.07%，战胜对应同业基准
1.67%。绝对收益组合继续保持稳健，本期收益率为 1.22%，战胜
对应同业基准 0.86%。 

♦ 从累计收益角度考察，进攻型组合、防御型组合、绝对收益组
合、封闭式基金组合今年来复合收益率分别为 127.79%、
93.78%、15.49%和 187.50%，分别高出同业基准 20.56%、
22.28%、12.59%和 64.28%，且在战胜对应同业基准同时体现了
各自风险收益特征。 

图表14：组合收益表格 
当期收益 2007 年度累计收益 

 
组合 市场基准 同业基准 组合 市场基准 同业基准

进攻型组合 -8.13% -9.25% -8.39% 127.79% 115.64% 107.23% 

防御型组合 -6.44% -5.72% -5.21% 93.78% 71.82% 71.50% 

绝对收益组合 1.22% —— 0.36% 15.49% —— 2.90% 

封闭基金组合 -0.07% —— -1.74% 187.50% —— 123.22%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依据前面各部分对市场与基金投资操作分析，对国金 0710 期基金组合进
行如下调整，并建立国金 0711 期基金组合： 

♦ 积极型组合：维持对易方达策略成长、广发稳健增长、景顺鼎益
等基金的投资，将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和汇添富优势基金替换为
长盛动态精选和嘉实主题精选基金，配置权重见图表 15。 

♦ 防御型组合：维持对广发小盘成长、嘉实债券等基金投资，将博
时精选、华安宏利基金分别替换为各自基金公司旗下风险相对较
低的品种－博时主题行业基金和华安宝利配置基金，将鹏华动力
增长基金替换为富国天益价值基金，配置权重见图表 16。 

♦ 绝对收益组合：维持原有组合，配置权重见图表 17。 

♦ 封闭式基金组合：维持对鸿阳、金盛、金鑫等基金投资，将基金
久嘉及基金丰和替换为汉兴、同盛等基金。配置权重见图表 18。 

 国金 0711 期基金组合具体情况如下： 

图表 15：0711 期进攻型组合 图表 16：0711 期防御型组合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投资权重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投资权重 

999054 方达策略 20% 999083 富国天益 15% 

999077 长盛精选 20% 999093 华安配置 15% 

999090 广发稳健 20% 999109 博时主题 15% 

999120 景顺鼎益 20% 999115 广发小盘 15% 

999216 嘉实主题 20% 999033 嘉实债券 4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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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0711 期绝对收益组合  图表 18：0711 期封闭基金组合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投资权重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投资权重 

999036 宝康债券 50% 184699 基金同盛 20% 

999227 大成债券 C 50% 184703 基金金盛 20% 

   184728 基金鸿阳 20% 

   500011 基金金鑫 20% 

   500015 基金汉兴 2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9：组合说明 
 进攻型组合 防御型组合 绝对收益组合 封闭基金组合

基金样本 
股票型＋混合型

开放式基金 

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

开放式基金 

债券型开放式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封闭式基金 

同业基准 
偏股型开放式基

金收益指数 

偏股型开放式基金收益指

数 60%＋债券型开放式基金

收益指数 40% 

二年期定期存款税后

利率 

封闭式基金价格

指数 

市场基准 
80%流通 A+20%上

证国债指数 

50%流通 A+50%上证国债指

数 
—— —— 

开放式基金收益指数采用总规模派氏加权法计算，反映基金总体净值增长情况： 

×
报告期指数样本的总净资产

报告期指数＝ 基期指数
基期

 

其中：总净资产＝Σ(样本报告期的规模×样本的净值)。遇到分红、份额变动等情况，按

“除数修正法”进行修正：即日指数=即日基金净值/调整后前一交易日基金净值*前一交易日

收盘指数。新基金在设立 90 天后记入指数。其中偏股型开放式基金收益指数以股票型和混合

型开放式基金为样本，债券型开放式基金收益指数以债券型开放式基金为样本。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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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基金行业月度动态 

 行业规模 

图表 20：行业发展 图表 21：规模对比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基金公司股权及高管调整 

图表22：股权变更 
公司 当前股权 调整前股权 

华安 

上海国际信托 20%、上海电气(集团)

总公司 20%、上海锦江国际投资

20%、上海沸点投资 20%、上海工业

投资(集团)20% 

上海国际信托 20%、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20%、上海广电(集团)20%、上海沸点投资

20%、上海工业投资(集团)2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基金发行设立 

图表23：新设基金 
基金名称 类型 基金公司 基金经理 份额亿份 

上投亚太 QDII 上投摩根 杨逸枫  295.72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基金经理调整 

图表 24：基金经理调整 

基金名称 基金公司
当前 

基金经理

调整前

基金经理
基金名称 基金公司 

当前 

基金经理

调整前

基金经理

益民红利 益民 熊伟 
赖晶铭

熊伟 
金鹰精选 金鹰 

罗荣 

刘保民
罗荣 

方达债券 易方达 林海 
林海 

沈涛 
华富优选 华富 鞠柏辉 黄卓立

万家公用 万家 欧庆铃 张珣 华富货币 华富 吴圣涛 沈雪峰

合丰周期 泰达荷银
魏延军

梁辉 
魏延军 光大货币 光大保德信 于海颖 沈毅 

荷银效率 泰达荷银
梁辉 

陈少平
梁辉 工银平衡 工银瑞信 

吴刚 

王筱苓

司晓晨

曲丽 

吴刚 

王筱苓

杨建勋

诺安价值 诺安 
段鹏程

梅律吾

杨谷 

段鹏程
工银成长 工银瑞信 

温震宇

王筱苓

杨建勋

张翎 

吴刚 

王筱苓

杨建勋

巨田基础 巨田 廖京胜 陈守红 长城久恒 长城 李硕 阮涛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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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开放式基金月度净值表现情况 

图表25：开放式基金月度净值表现（2007.10.22～2007.11.21）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净值增长率(%) 排名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净值增长率(%) 排名 

华安创新 股票-成长型 -3.77  1 盛利配置 混合-配置型 -2.70  1 

嘉实服务 股票-行业型 -3.92  2 华安配置 混合-其它 -3.41  2 

华夏精选 股票-平衡型 -4.07  3 申万新经济 混合-配置型 -3.52  3 

大成价值 股票-价值型 -4.09  4 荷银预算 混合-配置型 -3.54  4 

嘉实增长 股票-成长型 -4.54  5 汇丰 2016 混合-配置型 -3.74  5 

博时主题 股票-行业型 -4.58  6 长城久恒 混合-配置型 -3.88  6 

中银增长 股票-平衡型 -4.60  7 嘉实主题 混合-配置型 -4.02  7 

长城消费 股票-平衡型 -4.87  8 德盛安心 混合-灵活组合 -4.07  8 

博时成长 股票-成长型 -4.98  9 嘉实成长 混合-配置型 -4.31  9 

南方绩优 股票-平衡型 -5.34  10 华夏回报 混合-灵活组合 -5.27  10 

大成 2020 股票-其它 -5.59  11 广发聚富 混合-配置型 -5.40  11 

合丰成长 股票-行业型 -5.76  12 博时价值 混合-配置型 -5.42  12 

富国天益 股票-价值型 -5.78  13 招商平衡 混合-配置型 -5.52  13 

南方积配 股票-平衡型 -5.96  14 大成稳健 混合-配置型 -5.77  14 

鹏华价值 股票-价值型 -6.13  15 景顺平衡 混合-灵活组合 -5.80  15 

兴业全球 股票-平衡型 -6.16  16 博时配置 混合-配置型 -5.83  16 

长城优选 股票-成长型 -6.23  17 富国天瑞 混合-配置型 -5.93  17 

景顺优选 股票-平衡型 -6.31  18 兴业趋势 混合-灵活组合 -6.15  18 

广发聚丰 股票-平衡型 -6.35  19 中信配置 混合-配置型 -6.40  19 

华夏复兴 股票-价值型 -6.37  20 华夏增长 混合-灵活组合 -6.41  20 

富国天合 股票-平衡型 -6.39  21 嘉实策略 混合-灵活组合 -6.44  21 

中邮成长 股票-成长型 -6.44  22 宝康配置 混合-灵活组合 -6.49  22 

鹏华收益 股票-价值型 -6.55  23 华夏蓝筹 混合-配置型 -6.56  23 

盛利精选 股票-平衡型 -6.62  24 世纪分红 混合-灵活组合 -6.74  24 

华宝成长 股票-成长型 -6.73  25 益民创新 混合-配置型 -6.75  25 

博时精选 股票-价值型 -6.74  26 博时价值 2 混合-配置型 -6.77  26 

融通成长 股票-平衡型 -6.83  27 广发稳健 混合-配置型 -6.87  27 

合丰稳定 股票-行业型 -6.93  28 嘉禾精选 混合-配置型 -6.89  28 

景顺蓝筹 股票-价值型 -6.95  29 招商先锋 混合-灵活组合 -6.99  29 

汇丰龙腾 股票-成长型 -6.95  30 银河银泰 混合-灵活组合 -7.05  30 

交银蓝筹 股票-价值型 -6.97  31 建信优化 混合-配置型 -7.06  31 

国泰金牛 股票-成长型 -7.02  32 中银收益 混合-灵活组合 -7.06  32 

上投内需 股票-平衡型 -7.04  33 华夏红利 混合-灵活组合 -7.08  33 

国泰精选 股票-成长型 -7.05  34 荷银效率 混合-配置型 -7.14  34 

新兴成长 股票-成长型 -7.07  35 鹏华成长 混合-配置型 -7.1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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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开放式基金月度净值表现（2007.10.22～2007.11.21）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净值增长率(%) 排名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净值增长率(%) 排名 

招商股票 股票-平衡型 -7.16  36 天治优选 混合-配置型 -7.19  36 

华宝动力 股票-平衡型 -7.18  37 大成精选 混合-配置型 -7.26  37 

国海弹性 股票-成长型 -7.31  38 南稳贰号 混合-配置型 -7.28  38 

荷银市值 股票-平衡型 -7.36  39 天治增长 混合-灵活组合 -7.43  39 

华安优选 股票-成长型 -7.37  40 海富通精选 混合-配置型 -7.46  40 

景顺鼎益 股票-平衡型 -7.41  41 海富精选 2 混合-配置型 -7.47  41 

南方精选 股票-平衡型 -7.44  42 富国天惠 混合-配置型 -7.52  42 

光大红利 股票-价值型 -7.52  43 华夏回报 2 混合-灵活组合 -7.64  43 

上投阿尔法 股票-平衡型 -7.60  44 方达增长 混合-配置型 -7.64  44 

新蓝筹 股票-平衡型 -7.61  45 信诚四季红 混合-灵活组合 -7.74  45 

融通景气 股票-成长型 -7.65  46 华宝收益 混合-灵活组合 -7.75  46 

景顺成长 股票-成长型 -7.72  47 上投双息 混合-灵活组合 -7.94  47 

诺安股票 股票-价值型 -7.76  48 国泰回报 混合-配置型 -7.96  48 

大成成长 股票-成长型 -7.86  49 长城回报 混合-灵活组合 -8.11  49 

方达 50 股票-指数型 -7.86  50 海富通回报 混合-灵活组合 -8.13  50 

银河稳健 股票-平衡型 -8.01  51 国投景气 混合-配置型 -8.24  51 

宝康消费品 股票-行业型 -8.01  52 方达策略 2 混合-配置型 -8.27  52 

交银成长 股票-成长型 -8.09  53 国海收益 混合-配置型 -8.30  53 

方达精选 股票-价值型 -8.15  54 添富优势 混合-灵活组合 -8.38  54 

光大优势 股票-平衡型 -8.16  55 海富通收益 混合-灵活组合 -8.54  55 

中欧趋势 股票-平衡型 -8.19  56 广发优选 混合-灵活组合 -8.55  56 

光大量化 股票-平衡型 -8.23  57 交银稳健 混合-灵活组合 -8.56  57 

万家 180 股票-指数型 -8.28  58 汇丰策略 混合-灵活组合 -8.59  58 

融通领先 股票-成长型 -8.31  59 工银平衡 混合-配置型 -8.63  59 

中 小 板 股票-指数型 -8.35  60 中海红利 混合-配置型 -8.64  60 

华夏优增 股票-平衡型 -8.37  61 南方稳健 混合-配置型 -8.74  61 

添富增长 股票-平衡型 -8.38  62 大成创新 混合-配置型 -8.76  62 

南方高增 股票-成长型 -8.41  63 兴业可转债 混合-其它 -8.79  63 

光大增长 股票-平衡型 -8.52  64 中银中国 混合-配置型 -8.86  64 

荷银首选 股票-平衡型 -8.57  65 华富优选 混合-配置型 -8.88  65 

华夏成长 股票-成长型 -8.65  66 银华优势 混合-配置型 -8.96  66 

交银精选 股票-价值型 -8.70  67 广发大盘 混合-配置型 -8.97  67 

中海成长 股票-成长型 -8.73  68 友邦成长 混合-配置型 -9.00  68 

景顺增长 2 股票-行业型 -8.79  69 东方龙 混合-灵活组合 -9.08  69 

长信金利 股票-平衡型 -8.79  70 东方精选 混合-灵活组合 -9.18  70 

添富成长 股票-成长型 -8.81  71 益民红利 混合-配置型 -9.18  71 

融通先锋 股票-平衡型 -8.82  72 国泰金鼎 混合-配置型 -9.4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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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开放式基金月度净值表现（2007.10.22～2007.11.21）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净值增长率(%) 排名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净值增长率(%) 排名 

德盛小盘 股票-成长型 -8.83  73 富国天源 混合-配置型 -9.45  73 

诺安价值 股票-价值型 -8.86  74 天弘精选 混合-灵活组合 -9.60  74 

富国天博 股票-成长型 -8.90  75 德盛稳健 混合-灵活组合 -9.68  75 

华安成长 股票-成长型 -8.91  76 华商领先 混合-配置型 -9.79  76 

方达成长 股票-成长型 -8.97  77 招商核心 混合-灵活组合 -9.80  77 

荷银精选 股票-平衡型 -9.03  78 国泰金鹏 混合-配置型 -9.92  78 

中邮优选 股票-平衡型 -9.05  79 诺安平衡 混合-配置型 -10.51  79 

海富通股票 股票-平衡型 -9.07  80 中海能源 混合-配置型 -10.66  80 

银华优质 股票-成长型 -9.09  81 巨田资源 混合-灵活组合 -10.74  81 

银华 88 股票-指数型 -9.23  82 方达价值 混合-配置型 -10.79  82 

50ETF    股票-指数型 -9.27  83 长盛同智 混合-灵活组合 -11.08  83 

诺德价值 股票-价值型 -9.28  84 鹏华动力 混合-灵活组合 -12.22  84 

金鹰优选 股票-价值型 -9.32  85 泰信策略 混合-配置型 -12.41  85 

领先增长 股票-成长型 -9.36  86 万家和谐 混合-配置型 -13.00  86 

长盛成长 股票-平衡型 -9.37  87 混合型平均   -7.82   

建信恒久 股票-价值型 -9.38  88 嘉实保本 保本型 2.77  1 

华泰中国 股票-平衡型 -9.39  89 银华保本 保本型 -1.18  2 

嘉实稳健 股票-平衡型 -9.39  90 宝石动力 保本型 -2.21  3 

景顺增长 股票-行业型 -9.44  91 金鹿保本 保本型 -3.65  4 

鹏华 50 股票-平衡型 -9.46  92 南方避险 保本型 -4.33  5 

招商成长 股票-成长型 -9.49  93 保本型平均   -2.60   

天治核心 股票-成长型 -9.57  94 宝康债券 债券-纯债券型 2.10  1 

海富通优势 股票-平衡型 -9.58  95 博时债券 B 债券-纯债券型 2.04  2 

融通巨潮 股票-指数型 -9.59  96 博时债券 A 债券-纯债券型 1.94  3 

华安宏利 股票-价值型 -9.60  97 普天债券 A 债券-纯债券型 1.30  4 

合丰周期 股票-行业型 -9.65  98 诺安债券 债券-纯债券型 1.26  5 

长信银利 股票-价值型 -9.70  99 普天债券 B 债券-纯债券型 1.13  6 

华宝增长 股票-平衡型 -9.72  100 万家债券 债券-偏债型 0.93  7 

华宝精选 股票-平衡型 -9.73  101 南方多利 债券-纯债券型 0.54  8 

华安 MSCI 股票-指数型 -9.75  102 国泰债券 债券-偏债型 0.47  9 

长信增利 股票-平衡型 -9.75  103 银信添利 债券-偏债型 0.45  10 

万家公用 股票-指数型 -9.78  104 大成债 A/B 债券-纯债券型 0.42  11 

广发小盘 股票-成长型 -9.78  105 大成债券 C 债券-纯债券型 0.34  12 

巨田基础 股票-行业型 -9.79  106 方达债券 A 债券-纯债券型 0.31  13 

景顺资源 股票-价值型 -9.82  107 方达债券 B 债券-纯债券型 0.30  14 

建信优选 股票-成长型 -9.83  108 友邦短债 债券-纯债券型 0.16  15 

国投创新 股票-价值型 -9.86  109 嘉实超短债 债券-纯债券型 0.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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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开放式基金月度净值表现（2007.10.22～2007.11.21）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净值增长率(%) 排名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净值增长率(%) 排名 

信诚成长 股票-成长型 -9.86  110 泰信债券 债券-偏债型 -0.20  17 

宝盈沿海 股票-成长型 -9.91  111 招商债券 A 债券-纯债券型 -0.58  18 

东吴双动力 股票-平衡型 -9.93  112 南方宝元 债券-偏债型 -0.60  19 

国海潜力 股票-成长型 -9.96  113 招商债券 B 债券-纯债券型 -0.61  20 

方达策略 股票-成长型 -9.97  114 工银债券 A 债券-偏债型 -0.75  21 

工银价值 股票-价值型 -9.98  115 富国债券 债券-纯债券型 -0.76  22 

银华优选 股票-价值型 -9.99  116 融通债券 债券-纯债券型 -0.77  23 

银华主题 股票-成长型 -10.06  117 工银债券 B 债券-偏债型 -0.79  24 

长城久富 股票-成长型 -10.09  118 长盛债券 债券-偏债型 -0.85  25 

工银成长 股票-成长型 -10.09  119 华夏债 A/B 债券-纯债券型 -0.98  26 

鹏华治理 股票-成长型 -10.15  120 华夏债券 C 债券-纯债券型 -0.99  27 

国泰金鹰 股票-成长型 -10.21  121 银河收益 债券-偏债型 -1.70  28 

宝盈鸿利 股票-价值型 -10.23  122 嘉实债券 债券-纯债券型 -1.71  29 

工银红利 股票-价值型 -10.34  123 中信双利 债券-纯债券型 -2.03  30 

国投核心 股票-平衡型 -10.36  124 招商增利 债券-偏债型 -2.12  31 

长盛 100 股票-指数型 -10.39  125 融华债券 债券-偏债型 -5.14  32 

大成 300 股票-指数型 -10.43  126 债券型平均   -0.44    

德盛精选 股票-平衡型 -10.44  127     

嘉实 300 股票-指数型 -10.47  128     

华富成长 股票-平衡型 -10.54  129     

中信红利 股票-价值型 -10.68  130     

180ETF   股票-指数型 -10.70  131     

长盛精选 股票-平衡型 -10.71  132     

上投优势 股票-平衡型 -10.81  133     

博时裕富 股票-指数型 -10.81  134     

长城久泰 股票-指数型 -10.87  135     

融通深 100 股票-指数型 -10.94  136     

深 100ETF 股票-指数型 -11.40  137     

德盛优势 股票-价值型 -11.67  138     

上投成长 股票-成长型 -11.93  139     

红利 ETF 股票-指数型 -11.99  140     

宝盈策略 股票-平衡型 -12.31  141     

申万新动力 股票-成长型 -12.35  142     

泰信优质 股票-平衡型 -13.85  143     

金鹰精选 股票-成长型 -13.97  144     

股票型平均   －8.4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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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货币市场基金收益及波动性情况 

图表 26：货币市场基金收益 
最近三月（07.08.22～07.11.21） 最近半年（07.05.22～07.11.21） 

基金名称 
最近一月（07.10.22～07.11.21） 

年化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 收益率标准差 年化收益率 收益率标准差 

华安富利 4.924% 5.862% 3.646% 3.878% 2.796% 

招商增值 2.715% 3.801% 0.613% 2.648% 0.555% 

博时收益 3.573% 4.843% 1.649% 3.227% 1.384% 

泰信收益 3.363% 4.623% 2.078% 3.131% 1.606% 

南方增利 3.742% 5.096% 2.035% 3.546% 1.569% 

长信收益 4.557% 5.416% 3.779% 3.719% 2.841% 

华夏现金 5.337% 6.074% 4.983% 4.165% 3.692% 

诺安货币 4.257% 4.213% 1.386% 2.921% 1.016% 

银河银富 5.296% 6.797% 6.032% 4.365% 4.530% 

海富通货币 7.077% 6.002% 4.536% 4.088% 3.333% 

方达货币 4.275% 5.147% 2.615% 3.364% 2.137% 

银华货币 A 4.234% 5.083% 2.851% 3.395% 2.232% 

银华货币 B 4.472% 5.405% 2.857% 3.638% 2.237% 

华宝货币 A 5.329% 6.062% 2.682% 3.802% 2.263% 

华宝货币 B 5.567% 6.384% 2.688% 4.043% 2.269% 

嘉实货币 6.438% 7.455% 5.239% 4.896% 4.150% 

鹏华货币 5.949% 7.208% 3.813% 4.616% 3.033% 

上投货币 A 5.644% 5.791% 3.458% 3.943% 2.747% 

上投货币 B 5.884% 6.116% 3.457% 4.185% 2.747% 

中信货币 6.894% 6.351% 4.255% 3.898% 3.324% 

长城货币 3.291% 5.018% 3.389% 3.600% 2.568% 

广发货币 5.279% 6.175% 4.005% 4.116% 3.135% 

中银货币 5.316% 6.064% 3.776% 3.989% 2.857% 

光大货币 5.926% 4.684% 2.902% 3.044% 2.122% 

大成货币 A 5.248% 5.148% 2.906% 3.601% 2.235% 

大成货币 B 5.488% 5.477% 2.914% 3.846% 2.240% 

国泰货币 5.824% 6.340% 4.056% 4.060% 3.294% 

景顺货币 4.843% 5.115% 2.741% 3.600% 2.120% 

湘财货币 4.896% 6.090% 4.385% 3.793% 3.393% 

长盛货币 4.775% 5.875% 3.039% 4.015% 2.411% 

融通货币 4.398% 5.857% 2.881% 3.708% 2.353% 

交银货币 4.818% 5.202% 3.189% 3.537% 2.359% 

工银货币 6.026% 6.756% 5.317% 4.306% 4.087% 

添富货币 4.707% 6.669% 5.908% 4.462% 4.369% 

建信货币 5.129% 6.017% 3.325% 4.039% 2.578% 

兴业货币 4.826% 6.077% 4.053% 4.042% 3.101% 

万家货币 5.568% 7.031% 6.331% 4.614% 4.620% 

富国货币 5.446% 5.482% 2.645% 3.646% 2.157% 

华富货币 5.216% 4.978% 2.916% 3.438% 2.126% 

天治货币 2.875% 4.057% 2.217% 3.109% 1.730% 

申万货币 2.108% 4.356% 2.966% 2.990% 2.157% 

益民货币 3.295% 5.599% 3.414% 3.906% 2.563% 

东方货币 6.300% 5.722% 3.627% 3.666% 2.769% 

方达货币 B 4.516% 5.471% 2.614% 3.605% 2.136% 

海富货币 B 7.315% 6.326% 4.534% 4.330% 3.332% 

巨田货币 6.873% 7.646% 5.840% 4.942% 4.474% 

鹏华货币 B 6.188% 7.530% 3.812% 4.857% 3.033% 

银河银富 B 5.541% 7.122% 6.036% 4.608% 4.535% 

富国货币 B 5.684% 5.805% 2.644% 3.888% 2.156%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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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封闭式基金净值及市场表现情况 

图表 27：封闭式基金月度表现（2007.10.22～2007.11.21）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

（亿份） 

价格涨幅

(%) 
排名 

11 月 16 日 

折溢价率(%)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

（亿份）

价格涨幅 

(%) 
排名 

11 月 16 日 

折溢价率(%)

基金丰和 30 4.90  1 -18.26  基金普丰 30 -2.17  19 -26.96  

基金泰和 20 4.13  2 -15.11  基金安信 20 -2.20  20 -24.09  

基金景宏 20 3.96  3 -22.57  基金金盛 5 -2.38  21 -8.29  

基金汉盛 20 2.47  4 -25.90  基金安顺 30 -2.50  22 -25.51  

基金汉兴 30 1.38  5 -30.47  基金开元 20 -2.53  23 -17.03  

基金普惠 20 0.70  6 -25.18  基金同盛 30 -2.59  24 -27.14  

基金裕泽 5 0.38  7 -14.25  基金通乾 20 -3.14  25 -23.65  

基金久嘉 20 0.33  8 -14.12  基金汉鼎 5 -3.72  26 -12.89  

基金兴和 30 0.23  9 -25.52  基金鸿阳 20 -4.57  27 -26.60  

基金裕阳 20 0.22  10 -20.33  基金科汇 8 -4.66  28 -7.54  

基金金泰 20 0.07  11 -22.49  基金金鑫 30 -4.90  29 -26.52  

基金兴华 20 0.00  12 -17.07  基金天华 25 -6.34  30 -15.48  

基金科瑞 30 0.00  12 -21.56  大成优选 46.74 -7.74  31 -11.11  

基金天元 30 -0.15  14 -20.48  基金鸿飞 5 -7.98  32 -4.43  

基金银丰 30 -0.17  15 -28.63  基金科翔 8 -8.26  33 -9.21  

基金同益 20 -0.45  16 -25.92  基金融鑫 8 -8.46  34 -3.66  

基金景福 30 -0.59  17 -27.32  瑞福进取 30 -11.58  35 -0.16  

基金裕隆 30 -1.48  18 -17.74  加权平均   -1.74    -20.58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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