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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世界主要市场指数表现 

 

亚太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上证综指 2,842.43  -1.02  

深证成指 3,158.16  -1.15  

沪深 300 12,443.00  -0.77  

恒生指数 23,320.52  1.94  

日经 225 10,178.32  1.38  

台湾加权指数 8,624.01  3.75  

印度 SENSEX30 指数 19,991.88  4.47  

 美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11,382.09  2.62  

纳斯达克指数 2,591.46  2.25  

标普 500 1,224.71  2.97  

 
欧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伦敦金融时报 100 5,745.32  1.35  

法国 CAC40 指数 3,750.55  0.59  

德国 DAX 指数 6,947.72  1.44  

俄罗斯 RTS 指数 1,687.36  5.30  

天弘视点 

 

“靴子”不断落地，市场方向却难择 

 

“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上周末中央政治局会

议关于未来经济工作重心的最新定调，终于对关注未来一年流动性

的投资者抛出了一枚“靴子”。 

对于市场而言，当前事实从紧的货币政策，未来被明确为“稳

健”，虽然较之前的“适度宽松”有了明确的回落，但伴随不确定

因素消除后，短期来看，市场只需寻得新的应对之策，短线对市场

而言当属“中性”。 

当然细心的投资者也许会注意到，此次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出

现了以胡总书记口径谈及对当前地产的调控，相信这是管理层统一

对地产调控的认识，考虑到地产股的低估值已经被市场广泛认可，

相信无论未来有无新的利好或利空政策出台，也许，对地产股而言

短期孕育着交易型的机会。 

还需要关注的数据是下周一即将披露的CPI等数据，虽然时间上

来看尚有一周的距离，由于通胀调控早已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且11

月CPI有望达到年内高点已成市场共识，加之周五历来有加息的习

惯，特别是此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明确，事实上是已经授权给

央行加息的权利，因此本周市场仍受到通胀管理预期的影响。 

短期来看，临近年底收官，投资者更倾向于等待政策的逐步明

朗，短期来说，方向难寻，横盘震荡有望继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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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聚焦 

 

 国内首只黄金基金获批发行 

国内首只黄金(1368.00,2.00,0.15%)基金——诺安全球黄金基金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将于近期正式发行。该基金的获批发行将为国内投资者提供一条全新的黄金投资渠道，

可以帮助国内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挖掘“黄金”机会。 

（2010年11月30日 证券时报） 

 

 证监会：强化期货市场监管 坚决抑制过度投机 

中国证监会11月30日表示，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

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强化期货市场监管，坚决抑制过度投机，密切关注异常交易行为，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交易，切实做好市场风险的防控工作。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具体表现在扩

大合约价值、限制投机持仓和方便产业客户申请套期保值等方面。具体措施包括大幅提高交

易保证金及日内回转交易成本、适度提高涨跌停板幅度、遏制短线频繁交易。 

（2010年12月1日，中国证券报） 

 

 证监会警告基金业：“老鼠仓”必查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 12 月 2 日在“第九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表示，证

监会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基金法》修订工作，研究探索基金产品注册制度和员工持股制度，

推动境外募集投资境内业务试点工作。姚刚说，基金业是信托业务体现最为明显的行业，合

规、专业、诚信是基金业的立业之本。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触犯“老鼠仓”、非公平交易

和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这三条底线，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查处。 

（2010年 12月 3日 上海证券报） 

 

 两融市场再扩容 第三梯队即将上线 

一周前获中国证监会批复通过的第三批 14 家融资融券试点券商即将上线，届时沪深两

融交易规模将再度升级。第三批试点券商将在本月 11 日参加为期一天的沪深交易所“通关

测试”，过关后将在 13日正式上线交易。市场人士测算，此次 14家券商预计用于融资融券

业务的授信规模可达 210亿到 220亿元左右。 

（2010年 12月 3日 上海证券报）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GC/quote.shtml


 

 第 3 页  共 6 页 

 

 中国货币政策将转为“稳健” 

中共中央政治局 3 日召开会议强调，明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

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在此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基调从实行了两年多的

“适度宽松”转为“稳健”，将有利于抵御通货膨胀的趋势，也有助于抑制美国第二轮“量

化宽松”政策负面效应的演化发展。 

（2010年 12月 3 日 新华网） 

 

 债务危机挡道 欧洲央行继续按兵不动 

债务危机阴云依然笼罩整个欧洲,使欧洲央行不敢轻言退出。昨日,欧洲央行宣布维持基

准利率于 1%不变。尽管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恐慌情绪日趋严重,但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仍

然充满信心,他在11月30日出席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时说,市场不

应低估欧洲国家领导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决心。对此,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采取能够

遏制债务危机蔓延的行动。 

（2010年 12月 3日 证券时报） 

 

 

 

 

 

 

 

 

 

 
 

 

 

 

http://forex.hexun.com/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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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速递 

 

 褐皮书点亮美经济前景 美元走势暂获支撑 

 当地时间 12月 1 日，美联储公布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状况继续改善，再次为美国经

济注入“强心剂”。不过，当天美联储还公布了一份金融危机受援企业名单，一些欧洲银行

也榜上有名，引发市场人士的一片质疑。 

美经济正缓慢复苏 

在这份被称为褐皮书的《全国经济调查报告》中，美联储指出，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几

乎所有辖区的制造业活动都持续扩张，大部分辖区的消费者支出状况稳健，并对年底购物季

的预期普遍乐观。与此同时，各地的信贷质量也稳步提升。以经济学家哈祖斯为首的高盛集

团经济学家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达到 2.7%，高于此前预期的 2%，2012 年美国经济

增速为 3.6%，同时还建议投资者买入美国银行股。 

尽管褐皮书是本月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例会上的重要参考材料，但英国施罗德投资管理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韦德表示，美联储至少要到 2012 年才会加息。此外，韦德预计，随著美

国经济逐渐复苏，到明年年底，美国失业率将降至 8.9%。 

 美元有望继续反弹 

近期，美国整体经济数据转好，褐皮书再次点亮了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元在 11 月的强劲表现让市场大跌眼睛。数据显示，11

月美元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5.2%，同期国际大宗商品 CRB 现货价格指数却基本持平，MSCI

全球股票指数更累计下跌 2.2%。 

 美联储副主席耶伦再次为量化宽松政策辩护，并指出该政策的用意决不是给新兴经济

体制造问题或推动美元下跌。有分析人士表示，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支撑了美元走势。由于

市场担心欧洲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加上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持续向好，美元有望重新获得投资

者的青睐。 

（2010 年 12 月 2 日 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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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视界 

 

 通胀时代 两招打响资产保卫战 

通胀来了，对老百姓来说，通过理财实现资产增值保值显得尤为必要。针对此轮通胀主

要是由于前期货币投放过量的主因，如何通过资产配置规避资产缩水风险，成为摆在每位投

资者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副所长罗志华表示，要减少通货膨胀引起的资产减值，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投资及现金持有，如收益率较低的债券、定

期存款、活期存款等。 

招数一：提前消费 适当负债 

在具体的技巧上，罗志华认为应对通胀主要的举措之一是增加负债，特别是增加低利率、

固定利率的负债，享受通胀导致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利得。目前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为 5.56％，

如果扣除通胀带来的货币贬值率，实际利率不到 1.2％，这还没有考虑政府所公布的通胀率

是否准确反映了货币的贬值速度。应该说，现在贷款的实际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如果具

有远期偿债能力，可以适当举债。 

除了增加负债以应对通胀，巧妙利用信用卡和分期付款也是应付通胀的有效办法。由于

通胀中商品价格在一个上升通道，消费者提前消费延迟付款就可以用未来贬值了的货币以现

在的价格购买商品，赚取了从购买日到支付日物价上涨的差价。此外，购房、购车、购数码

产品等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时，利用银行、金融公司提供的信用，获得免息期和分期付款低

息服务，可达到抵御通胀的目的。   

 招数二：调整资产配置结构 

投资者应该更加重视所配置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能力。通过保持所配置资产的流动性，

可根据情势和机会将持有的资产池进行自由配置和转换，以提高收益率，规避通胀和央行加

息的双重影响。在具体应对措施上，首先在通胀的背景下应将有限资产配置于流动性较好或

是有抗通胀能力的银行理财产品。虽然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较信托、私募、PE、收藏品

等投资品种要低，但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起点不高，除部分高风险结构性理财产品外，投资风

险相对股票、基金、私募等权益类投资品较小，比较适合于普通投资者。 

 此外，应对通胀，股票投资也被视为对抗通胀的利器。罗志华和建行理财专家均建议

选择资源类、消费类股票，在加息的背景下，股市可能会出现下跌，甚至暴跌，但由于通胀

的影响，这类公司的业绩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从而推动股票内在价值的上升而跑赢大盘。 

 

（2010年 12月 3日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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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基金一周表现 

       （单位：元） 

基金名称   2010-11-29 2010-11-30 2010-12-01 2010-12-02 2010-12-03 周增长率 

天弘精选混合 
份额净值 0.7035 0.6897 0.6847 0.6828 0.6775 

-2.71% 
累计净值 1.9828 1.9518 1.9406 1.9363 1.9244 

天弘永利债券 A 
份额净值 1.0017 0.9991 1.0004 1.0015 1.0023 

0.18% 
累计净值 1.1151 1.1125 1.1138 1.1149 1.1157 

天弘永利债券 B 
份额净值 1.0027 1.0003 1.0015 1.0027 1.0035 

0.20% 
累计净值 1.1266 1.1242 1.1254 1.1266 1.1274 

天弘永定价值

成长股票 

份额净值 1.3171 1.2916 1.2872 1.2864 1.2697 
-2.54% 

累计净值 1.5071 1.4816 1.4772 1.4764 1.4597 

天弘周期策略

股票 

份额净值 1.2470 1.2170 1.2110 1.2030 1.1800 
-4.30% 

累计净值 1.2470 1.2170 1.2110 1.2030 1.1800 

天弘深证成份

指数 LOF 

份额净值 1.0270 1.0100 1.0010 1.0040 0.9970 
-2.35% 

累计净值 1.0270 1.0100 1.0010 1.0040 0.9970 

资料来源：天弘基金 

注：周增长率=（本周末基金份额净值-上周末基金份额净值）/上周末基金份额净值 ×100%     

 

 

 

 

 

 

 

 

 

 

风险提示 

本周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在任何

情况下本刊物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实际投资结果，也不构成任何对投资人的投资建议。在任

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刊物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本刊物版权归天弘基金公司

所有，未获得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刊物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

需注明出处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刊物中的任何内容进行有违原意的删节和修改。投资

有风险，敬请谨慎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