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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2006年年度报告
 

  
重要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

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07年3月20日复核了本报
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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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金产品概况

 

（一）      基金简称              ：中银货币

 

基金代码                       ：163802 

基金运作方式                ：开放式契约型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年6月7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30,203,685.28份 

（二）      基金投资概况

 

基金投资目标：在保持本金安全和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基金投资策略：根据对宏观经济指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预判，决定资产组合的整体配置，

并采用短期利率预测、组合久期制定、类别品种配置、收益率曲线分析、跨市场套

利、跨品种套利、滚动配置策略、先进的投资管理工具等多种投资管理方法，以

《基金法》、《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合同以及基

金管理人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为决策依据，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作为最高准

则。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 （1－利息税）×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
款利率。 

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

都低于股票、债券和混合型基金。 

（三）      基金管理人                ：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及办公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45层  

邮政编码                              ：200120 

法定代表人                           ：平岳 

信息披露负责人                    ：程明 

联系电话                              ：021-38834999     

传真                                     ：021-68873488 

网址                                     ：http://www.bociim.com 

电子邮箱                              ：clientservice@bociim.com 

（四）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及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邮政编码                              ：100032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信息披露负责人                    ：蒋松云 

联系电话                              ：010-66106912            

传真                                     ：010-66106904 

电子邮箱                              ：custody@ic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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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金信息披露报纸          ：上海证券报

 

基金中期报告正文查询网址  ：www.bociim.com 

基金中期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45层 

（六）      其它有关资料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昌路568号 

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住所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27号投资广场23层 

二、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一）   主要财务指标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二）   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  本报告期基金净值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
 

 
 

 
 

  
2006年 2005年6月7日至2005年

12月31日 

项目 金额（元） 金额（元） 

基金本期净收益 21,506,026.06 3,721,564.13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630,203,685.28 860,494,162.78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000 1.0000 

本期净值收益率 1.9179% 0.8653% 

累计净值收益率 2.7999% 0.8653%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

率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5124% 0.0004% 0.5081% 0.0000% 0.0043% 0.0004% 

过去六个月 0.9736% 0.0017% 0.9873% 0.0003% -0.0137% 0.0014% 

过去一年 1.9179% 0.0039% 1.8799% 0.0003% 0.0380% 0.0036% 

自基金合同成立

起至今 2.7999% 0.0042% 2.9056% 0.0003% -0.1057% 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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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货币市场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2005.6.7-2006.12.31）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6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
已达到基金合同第十一条（二）投资范围、（六）投资组合规定的各项比例。 

3、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净值增长率，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率比较
 

中银货币基金与业绩基准历年收益率对比图
 

 

三、   管理人报告

 

（一）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简介

 

基金管理人简介：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04年6月28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4】
93号文批准开业，是一家由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美林投资管理合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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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市，注册资本为一亿元人民币，其中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占67％的股权，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占16.5％的股权，美林投资管理占16.5％的股权。截
至2006年12月31日本基金管理人共管理四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国际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中银国际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中银国际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国际收益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简介：孙庆瑞女士，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中南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

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助理、债券研究员，联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研究

员。具有6年的固定收益投资、研究经验。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二）   基金运作合法合规性报告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则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严格遵循本基金基金合同，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

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三）   基金经理工作报告

 

一、宏观经济、行情回顾与运作分析 

1. 宏观经济分析 

从近期全球经济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喜忧参半，美联储继续维持目前利率水平，但日本和欧盟地区

经济加息的内在动力仍然存在。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增速的减缓只是经济周期中的暂时性的调整，因此回

调幅度可能有限。美联储、欧洲央行以及英格兰银行都非常接近或已经处于各自加息周期的尾声，日本银

行则刚刚开始其加息周期，加息将会逐步进行。艾伦·格林斯潘近期说：“房市调整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

去了”。房市调整通过抑制房屋建设以及投资增长对经济造成直接冲击最严重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是

消费者对于房产财富下跌的反应也许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从国内的经济情况来看，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轻微回落也许会减缓我国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
OECD工业增加值的回落也使得我国周期性行业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以及资本价格上
涨所导致的财富效应，以及我国最近10年所面临的收入人口占比大幅提高，都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
较快。此外，人民币升值以及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使得资金宽裕成为一种常态，进而导致的央行货币政

策紧缩也成为一种常态。 

2. 市场回顾
 

2006年，债券市场短期利率波动较大，一年期央行票据利率从1.9%上升到了2.80%，最高上升到
2.89%；7天回购利率由于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新股发行的影响波动更大，从最低的1.25%，最高上
升到4%。 

3. 运行分析 

由于市场利率的走高、股票市场的持续走强以及更多的资金用于长期进行新股申购，给货币市场基金

整体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全年货币基金赎回规模较大，本基金也面临基金份额的波动。本基金通过对久期

的有效管理，以及较为均衡的剩余期限安排，有效地控制了流动性风险，保证了货币基金在低风险状况下

的较好回报。 

二、本基金的业绩表现 

中银货币基金2006年净值收益率为1.9179%，高于比较基准3.8bp。 

三、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目前央行既希望维持目前的短期利率，又希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缓解过于宽余的流动性。在人民

币持续稳步升值的过程中既维持利率的稳定，不至于吸引更多的投机资金，又要控制市场上资金的过度宽

裕，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贷款不至于过快增长。这也许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货币市场是央行货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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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首要冲击点，在央行多目标货币政策影响下，货币市场利率会波动较大。 

从货币基金的操作上来看，既不过于激进，又不过于保守，稳健配置可能是较佳的投资策略。 

 

 

（四）   基金内部监察报告

 

2006年度，本基金管理人坚持一切从防范风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出发，致力于内控机制的完
善，加强内部风险的控制与防范，确保各项法规和制度的落实，保证基金合同得到严格履行。公司法律合

规与稽核部按照制度，通过实时监控和现场检查人员等方法，独立地开展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建

议并督促业务部门进行整改。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合规与稽核主要工作如下： 

（1）全面开展基金运作稽核工作，防范内幕交易，确保基金投资的独立性、公平性及合法合规。 

主要措施有：严格执行集中交易制度，杜绝出现反向交易、交叉交易等违规行为；严格检查基金的投

资决策、研究支持、交易过程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序。通过以上措施，保证了投资遵循既定的投资决策程序

与业务流程，保证了基金投资组合及个股投资符合比例控制的要求。 

（2）修订内部管理制度，促进稽核工作的深入开展 

根据证监会等监管机关的相关制度、规定，修订了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流程，进一步加强了内部监察

稽核工作，更好地防范风险。 

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未发生违规关联交易、内幕交易，也不存在本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基金之间的违规交叉交易，基金运作整体合法合规。本基金管理人承诺将一如既往地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不断提高合规与稽核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努力

防范各种风险，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四、   基金托管人报告

 

中银国际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报告

 

2006年度，本基金托管人在对中银货币市场基金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货

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货币市场基金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任何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基金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2006年度，中银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人——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中银货币市场基金的投

资运作、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基金收益分配、基金费用开支等问题上，严格遵循《证券

投资基金法》、《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货币市场基金信息披露特别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 

本托管人依法对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2006年度所编制和披露的中银货币市场基金年度报

告中财务指标、净值收益率、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核查，以上内容

真实、准确和完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部

2007年3月20日

五、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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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07）第20286号
  

中银国际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中银国际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货币市场基金”) 会计报
表，包括200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06年度的经营业绩表和基金净值变动表以及会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会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中银国际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如会计报表附注所列示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

有关规定编制会计报表是中银国际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1)   设计、实施和维护与会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会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
的重大错报； 

(2)   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 

(3)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

会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会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

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会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

考虑与会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

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会计报表的总

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会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

办法》、《中银国际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如会计报表附注

所列示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中银国际货币市场基金2006年12
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06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 

  

  

  

  

普华永道中天                           注册会计师                       汪     棣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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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上海市                             注册会计师                       王      灿 

2007年3月20日          

  

六、   财务会计报告

 

（一）   基金会计报表

 

资产负债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经营业绩表 

  附注 2006年12月31日 2005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6 1,030,775.01         5,220,690.29 

清算备付金   -         3,265,515.00 

应收利息  7 3,634,656.72            268,130.74 

应收申购款   -     159,925,421.15 

债券投资市值   665,318,433.57     671,278,529.10 

其中：债券投资成本   665,318,433.57     671,278,529.10 

买入返售证券   -     153,100,000.00 

资产总计   669,983,865.30     993,058,286.28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       63,089,216.44  

应付管理人报酬   173,033.06            144,769.09  

应付托管费   52,434.28             43,869.40  

应付销售服务费   131,085.65            109,673.48  

应付利息 8  9,521.21               5,751.12  

应付收益   642,429.36            509,603.97  

其他应付款 9  17,176.46             11,740.00  

卖出回购证券款   38,700,000.00       68,600,000.00  

预提费用 10  54,500.00             49,500.00  

负债合计   39,780,180.02     132,564,123.50  

        

持有人权益       

实收基金 11  630,203,685.28     860,494,162.78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总计   669,983,865.30     993,058,2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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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附注 

2006年1月1日至 

2006年12月31日止 

期间 

2005年6月7日(基金合同生效
日) 至2005年12月31日止期间 

收入       

债券差价收入 12  6,226,680.31 1,237,948.95 

债券利息收入   22,528,350.48 2,998,782.23 

存款利息收入 13 2,095,833.31 411,136.75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927,865.60 1,184,687.40 

收入合计   31,778,729.70 5,832,555.33 

        

费用       

基金管理人报酬   3,758,570.17 861,262.18 

基金托管费   1,138,960.69 260,988.58 

基金销售服务费   2,847,401.95 652,471.90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2,094,304.01 136,930.33 

其他费用 14  433,466.82 199,338.21 

   其中：信息披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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