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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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740 1.8550 

深证成指 3,225.661 2.0141 

沪深 300 12,759.600 2.4007 

恒生指数 22,714.850 -1.9344 

日经 225 10,303.830 0.8997 

台湾加权指数 8,817.900 1.1363 

印度 SENSEX30 指数 19,864.850 1.9705 

 美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11,491.910 0.7151 

纳斯达克指数 2,642.970 0.2059 

标普 500 1,243.910 0.2830 

 
欧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伦敦金融时报 100 5,871.750 1.0115 

法国 CAC40 指数 3,867.350 0.2592 

德国 DAX 指数 6,982.450 -0.3386 

俄罗斯 RTS 指数 1,743.870 1.8063 

天弘视点 

 

“牛皮”迎接圣诞节 

近三周来，股指依然没有选择出方向，维持横向整理的“牛

皮”格局，市场成交量也维持着近期的常态，短期来看，没有突发

事件的出现，似乎股指还将在圣诞节前维持当前的水平。 

美国方面，上周强劲的经济数据、布什政府期间的减税方案再

次延长以及伯南克的 QE 承诺均是亮点，但基于本周即将进入圣诞

节，因此美国的基金经理及交易员们也如同国内一样在圣诞节前减

仓来锁定利润，预期美股市场成交量萎缩是大概率事件。 

欧盟方面，欧债危机仍在演绎，西班牙以及爱尔兰均遭到评级

的大幅下调，虽然焦点在欧盟的欧洲稳定机制的讨论上，但要提防

这一期间美元的“被升值”可能。 

另外，本周最有可能爆发的“黑天鹅”事件当属日益紧张的朝

鲜半岛局势，投资者应引以重视。 

从 A股市场的热点来看，从水泥、到装备制造再到金刚石概念

股，显示出市场的做多热情依旧，虽然热点具有局域性和持续性偏

短的特点，预示了“牛皮”格局下这将会是一种常态，故而建议投

资者若积极参与市场还是以适当积极的态度来看待。 

整体来看，基于国内外市场均处于平稳期，市场这种“牛皮”

格局预计还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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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聚焦 

 

 宏观政策基本取向积极稳健审慎灵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温家宝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全面总结今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主要任务，阐述明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把稳定价格

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好流动性总闸门；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健全多

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2010年 12月13日  中国证券报） 

 

 居民对物价满意度跌至 11 年最低 

央行15日发布的《2010年第4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第4季度，居民当期

物价满意指数降至13.8%。达到1999年4季度以来最低点，“更多投资”取代“更多储蓄”成

为居民第一选择。 

（2010年12月16日  上海证券报） 

 

 工商银行完成全球首笔人民币境外挂牌交易 

莫斯科当地时间12月15日上午10点整，俄罗斯莫斯科外汇交易所正式启动人民币对卢布

挂牌交易。工银莫斯科作为人民币对卢布交易的做市商和清算银行，促成首笔交易。业内人

士指出，人民币在莫斯科外汇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是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以来取

得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2010年12月16日  中国证券报） 

 

 周小川：加息是两难选择 

11月份CPI同比增速达到5.1%的高位，就在市场预期央行将启动利率工具时，央行却仍

然选择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收缩流动性。因而，加息成为了央行在今年剩余的14天

中，最具悬念的动作之一。周小川表示，多数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要使少数几项货

币政策工具满足所有利益群体要求是很难的。他同时表示，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也会考虑资

本市场的反应，但是并不是所有政策都能兼顾到每一个方面，必然会有一些取舍。 

（2010年12月17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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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新闻 

 

 添天弘添利 B:成本较低 支点稳固 

刚刚过去的11月份，共有31只新基金密集上市，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一些创新型产

品凭借其独特的产品设计和潜在的投资价值，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例如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基

金，针对不同特征的投资人设计的两类份额完全分开发售，迎合了各自的需求，受到了投资

人的追捧，发售当天，30亿发售限额即被抢购一空。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添利A“低风险稳

收益”的特征迎合了百姓抵御通胀的迫切需求，因此市场需求量较大；而添利B由于其具有

杠杆机制、封闭运作、低成本融资等特征，收益预期较为明显，因此，上市后溢价空间值得

期待。 

  今日起，添利B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对于添利B上市后的表现，很多机构投资人

表示“看好”。 

  成本低廉 支点稳固 

  作为一款分级产品，添利B的收益不单与其杠杆高低有关，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杠杆融

资部分需要支付的成本高低，包括支付给添利A的固定收益和基金的销售服务费两部分，这

一部分成本越低，越能够增厚添利B的未来收益。记者对市场上同类产品进行了比较，添利A

的收益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1.3倍，按照目前利率水平，添利A的年化收益率为3.25%，

加上销售服务费，添利B的综合成本在3.4%左右，略低于同类产品。通过模拟测算，当基金

净值年增长率达到3.6%时，添利B即不会发生亏损，超出部分即为添利B的净收益。而从历史

数据看，债券基金的平均年化收益远高于3.6%，因此，添利B凭借较低的融资成本，预期可

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除了低廉的成本之外，添利B的杠杆效应还将得到来自添利A的稳定支撑。添利B是封闭

动作，而添利A每三个月开放一次，如果添利A出现净赎回的情况，便会降低添利B的杠杆率。

但从添利A的市场反映看，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主要是因为添利A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添

利A的固定收益为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1.3倍，在类似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中属于较高水

平，同时，它起点只有1000元、没有认申购费等人性化设计，使其市场热度极高，发行当天，

添利A的20亿发售上限早早被抢光，足见其市场认可度较高。有专家分析，添利A份额的稳定，

为添利B提供了足够的杠杆效应，很多添利B的投资人正是看重了这一点。从另一个侧面看，

添利A的稳定或将为添利B上市交易溢价提高概率。 

  彻底分级 杠杆增值 

  天弘添利分级债基分为添利A和添利B，两类份额分开发售，不同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风险收益偏好选择认购，拥有完全的自主选择权。其中，添利B将封闭5年，在深交所上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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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可以说，作为一款创新型债券基金，添利A和添利B实现了彻底分级，因为具有这个“有

价值”的创新点，市场本身就应该给予B上市一定的溢价空间。 

对于天弘添利的分级设计，王群航介绍，“名义上，该基金有两类份额，本质上，该基金这两类份

额的资产合并运作。”根据该基金的收益分配规则，在扣除添利A的应计收益后的全部剩余收益归添利

B享有。目前，添利A与添利B已实现2：1的比例发行，所以两类份额合并运作后，2份添利A和1份添

利B将构成一个份额组合，相当于1份添利B在承担2份添利A极少费用的同时，将享受2份添利!--年化

3.25%固定收益外的额外收益，因此1份添利B可以看作是3份看涨期权，因此添利B的“杠杆价值”很容

易被市场认可，从而形成较为可观的溢价交易情况。 

  数据给力 溢价可期 

  对于添利B上市后能否实现溢价交易，溢价空间有多大，很多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预测，

然而，预测毕竟是预测，只有已经成为现实的历史才能说明问题。 

  从已发行上市的同类产品如富国汇利及大成景丰的交易情况来看，这两支债基的B级份

额上市首日及上市以来的走势均呈溢价态势，其中富国汇利B上市首日溢价幅度高达8.8%，

大成景丰B上市首日溢价幅度也达到3%。 

  王群航分析，“天弘添利与富国汇利属于一级债基，由于二级债基的股票投资部分风险

与股票二级市场挂钩，而一级债基主要投资于债券一级市场，属于风险收益特征最好的基金

类别之一，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其未来的折溢价表现应该更多地需要参照富国汇利B”。 

（2010年12月20日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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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基金一周表现 

       （单位：元） 

基金名称   2010-12-13 2010-12-14 2010-12-15 2010-12-16 2010-12-17 周增长率 

天弘精选混合 
份额净值 0.6869 0.6914 0.6897 0.6919 0.6901 

2.09% 
累计净值 1.9455 1.9556 1.9518 1.9567 1.9527 

天弘永利债券

A 

份额净值 1.0122 1.0127 1.0121 1.0132 1.0145 
0.57% 

累计净值 1.1256 1.1261 1.1255 1.1266 1.1279 

天弘永利债券

B 

份额净值 1.0135 1.0140 1.0134 1.0145 1.0158 
0.57% 

累计净值 1.1374 1.1379 1.1373 1.1384 1.1397 

天弘永定价值

成长股票 

份额净值 1.3020 1.3223 1.3085 1.3121 1.3090 
2.93% 

累计净值 1.4920 1.5123 1.4985 1.5021 1.4990 

天弘周期策略

股票 

份额净值 1.2160 1.2340 1.2270 1.2320 1.2290 
3.19% 

累计净值 1.2160 1.2340 1.2270 1.2320 1.2290 

天弘深成 LOF 
份额净值 1.0070 1.0040 1.0010 1.0000 0.9960 

0.81% 
累计净值 1.0070 1.0040 1.0010 1.0000 0.9960 

添利 A 
份额净值 -- -- -- -- 1.0010 

0.00% 
累计净值 -- -- -- -- 1.0010 

添利 B 
份额净值 -- -- -- -- 1.0010 

0.30% 
累计净值 -- -- -- --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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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