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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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077 -0.9551 

深证成指 3,128.261 -1.0969 

沪深 300 12,458.552 -0.7828 

恒生指数 23,035.450 0.8831 

日经 225 10,228.920 -0.4890 

台湾加权指数 8,972.500 1.2572 

印度 SENSEX30 指数 20,509.090 2.1692 

 美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11,577.510 0.0347 

纳斯达克指数 2,652.870 -0.4776 

标普 500 1,257.640 0.0692 

 
欧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伦敦金融时报 100 5,899.940 -1.8136 

法国 CAC40 指数 3,804.780 -2.4513 

德国 DAX 指数 6,914.190 -2.0332 

俄罗斯 RTS 指数 1,770.280 0.0401 

天弘视点 
 

关注“一月效应”的开门红 

元旦期间，周边市场普遍开门红，“年末效应”的消散应是很

重要的因素之一，而资本市场素有“一月效应”现象出现的惯例，

即全年预期好，则一月份通常市场表现要好，全年预期差，则一月

份通常市场表现会差。 

因此，当面对新年的“开门红”走势，特别是地产等人气板块

的启动，对于场内投资情绪的带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大概这也是

投资者之所以看重“开门红”的原因吧。 

纵观市场其他声音，这一周对于全年走势展望的声音居多，从

全球经济态势来看，市场普遍预期美元会比2010年强势，全球市场

风险的重心会从“经济衰退”转向“政策退出”等等。 

国内来看，本周PMI将是数据焦点，抗通胀依然是市场持续关

注的“肥皂剧”，故而CPI的数据及一月份基于流动性宽松而产生

的“加息窗口”是否加息同样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事件。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新一年，促成牛市形成的三大要件——经

济见底、抗通胀成功、紧缩政策退出——缺一不可，目前来看，经

济见底基本被市场所认可，紧缩政策的退出事实上取决于通胀的控

制能否成功，因此市场趋势的转换依然在于对于通胀的预期是否改

善。 

 

本期撰稿：刘佳章 

编辑：    蔡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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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聚焦 

 

 温家宝：有信心让房价回到合理价位 

12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声直播间，参与特别节目《重返灾区——中国之声温暖行动》。温家宝在节目中谈及百姓近

期关注的物价、房价等民生话题时表示，中央完全有能力控制物价保持在合理水平，将继续

加大力度抑制房地产投机，有信心让房价回到合理的价位。 

（2010年12月27日 上海证券报） 

 

 央行：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突出位置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0年第四季度例会日前召开，会议提出，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央行副行长胡晓炼27日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称，下一阶段，要继续

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价格和数量工具，加强工具使用的有效

组合。 

（2010年12月28日 中国证券报） 

 

 回归稳健 央行上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12月27日更新的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表显示，自12月26日开始，对金融机构

一年期贷款利率（再贷款利率）上调至3.85%，较之前的利率提高了0.52个百分点；央行还

同时上调了再贴现利率，由之前的1.80%上调至2.25%。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都是自2008

年1月1日以来首次上调。 

（2010年12月30日 证券时报） 

 

 储备新政留后手 住建部“高压”明年楼市 

 明年房地产市场调控不会松绑，而且还会有更多的调控政策储备。12月29日，住建部部

长姜伟新在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2011年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要重点抓好第

一项工作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并首次提出将会同有关部委储备调

控政策。 

（2010年12月30日 上海证券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1226/11369163764.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1226/11369163764.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1226/113691637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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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新闻 

 

 天弘添利基金发行入选 2010 中国基金业十大新闻 

债基引入“分级”概念 基金借创新求胜 

今年9月，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基金发行，成为首只债券型分级杠杆基金。分级杠杆基金

首现于2007年，产品主要集中在股票型基金方面，行业将“分级”概念引入债基产品，成为

今年基金市场一大亮点。 

与股票型分级基金追求杠杆博弈不同，债券基金分级的首要目的是分拆信用风险，同时

满足那些愿意获取高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的投资者的需求。富国之后，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基

金、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基金相继发行。其中，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基金还首创将A、B份额彻底

分开发售，受到市场欢迎，其发行首日售罄，规模超过30亿元首发上限，启动比例配售。 

除了分级杠杆基金，今年各类主题基金大行其道，各基金公司纷纷推出 “大消费”、

“新兴产业”、“医药”、“通胀”等各个细分行业和具有明确投资主题的基金产品。分析

人士预期，随着日趋激烈的竞争，基金公司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将会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2010年12月27日 上海证券报） 

 

 天弘旗下三只基金分红 

据天相数据显示，截至12月20日，今年基金共分红469次，累积分红金额已达1186亿元，

相比2009年全年的460亿元，预计今年有望达到2009年的3倍。  

今年以来在基金业绩和产品创新中表现抢眼的天弘基金也加入分红的行列。12月27日，

天弘旗下三只基金同时分红，其中，天弘永定和周期策略股票基金每10份分别派发红利1.45

元和0.42元，天弘永利债券基金A、B份额每10份分别派发红利0.115元和0.127元。 

天相数据统计显示，截至12月17日,今年以来天弘周期策略基金以22.05%的收益率在187

只同类基金中排名22位，天弘永定基金以17%的收益率在187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32位。优异

的业绩表现为三只基金同时分红创造了条件。  

天弘基金相关负责人介绍，天弘基金一直坚持“以仁为本”的经营理念。对内表现为给

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和谐的工作环境，内部建设目前已初现成果，以投研团队为例，

今年以来，公司无一基金经理离职，投研人员稳定性超过95%，远高于业内平均水平。投研

团队的稳定，为良好的业绩表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对外，“以仁为本”表现为对投资人负责、

对社会尽责，“分红”使基金投资回报转为现实，这也是从投资人利益出发的一种表现。 

（2010年12月29日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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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视界 

 

 加息通道下如何巧理财 

中国人民银行25日宣布，自12月2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

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加息后，“房奴”负担增加几何？是否应该提前还款？

定期存款转存是否划算？“负利率”时代该如何理财？ 

热点一房贷：提前还款未必划算 

以贷款总额100万元、期限20年、等额本息还款来计算，加息前，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为

5.94%，两次加息后利率为6.40%。如果享受七折利率优惠，那么加息后每月还款额比加息前

增加172.32元；如果按八五折优惠利率计算，那么加息后每月还款额比加息前增加218.37元。 

但理财专家告诉记者，并不是所有的借款人都适合提前还贷。凯盛经略(上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炜认为，对于那些收入稳定但缺乏投资渠道，只是将资金存放在银行的

买房人来说，手上有闲钱可选择提前还贷。但在当前“负利率”的情况下，如果有较好的抗

通胀理财产品或其他投资渠道，提前还贷并不是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还款已近中期的贷款人来说，提前还贷意义也不大。以等额本息还

款为例，每月还款总额固定，但借款人前期还的利息比重较大，本金比重较小。到了还款中

期，借款人已经偿还了大部分利息，提前还款的话意义不大。 

热点二存款：转存视“存期”而定 把握好“临界点” 

不少人关心，加息后，原来的定期存款要不要提前支取办理转存呢？ 

上海银行理财师关英告诉记者，如果市民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办理转存，之前的存款期内

就只能按照0.36%的活期利率计算利率，因此，存款超出一定天数就不适宜办理转存。 

按照“360天×存期年限×(新利率-原利率)÷(新利率-活期利率)=转存时限”的计算

公式，且存款人10月20日加息后并未转存，那么1年期存款、2年期存款、3年期存款、5年期

存款的转存临界点分别是66天、154天、214天、376天。如果已超出这些天数，就不用办理

转存了。 

热点三理财产品：短期超短期理财产品值得选择 

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明确，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

健”，使得市场普遍预期，我国已进入加息通道。而即便是此次加息后，我国仍处于“负利

率”状态。如何选择适合的理财产品，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在“负利率”情况下，短期乃至超短期理财产品受到客户欢迎，如3个月的理财产品收

益率在3%左右，6个月理财产品收益率在3.6%，均高于1年期存款利息，有助于客户跑赢通胀。

今年股市表现较好，也使得一些年轻的、风险偏好更强的客户青睐收益率更高的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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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券商集合理财产品。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证券和大宗商品主席李晶指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加

剧全球的通胀压力，股市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投资者除了可以购买一些实物黄金，也可适当配置一些资源类股票品种。 

（2010年12月31日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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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基金一周表现 

       （单位：元） 

基金名称   2010-12-27 2010-12-28 2010-12-29 2010-12-30 2010-12-31 周增长率 

天弘精选混合 
份额净值 0.6484 0.6440 0.6535 0.6560 0.6664 

1.03% 
累计净值 1.8592 1.8493 1.8706 1.8762 1.8995 

天弘永利债券

A 

份额净值 0.9977 0.9966 0.9988 1.0018 1.0033 
0.41% 

累计净值 1.1226 1.1215 1.1237 1.1267 1.1282 

天弘永利债券

B 

份额净值 0.9980 0.9968 0.9990 1.0021 1.0036 
0.42% 

累计净值 1.1346 1.1334 1.1356 1.1387 1.1402 

天弘永定价值

成长股票 

份额净值 1.0606 1.0471 1.0700 1.0740 1.0979 
1.57% 

累计净值 1.3956 1.3821 1.4050 1.4090 1.4329 

天弘周期策略

股票 

份额净值 1.1050 1.0900 1.1130 1.1200 1.1420 
1.15% 

累计净值 1.1470 1.1320 1.1550 1.1620 1.1840 

天弘深成 LOF 
份额净值 0.9490 0.9400 0.9490 0.9570 0.9780 

1.03% 
累计净值 0.9490 0.9400 0.9490 0.9570 0.9780 

添利 A 
份额净值 1.0020 1.0020 1.0020 1.0020 1.0030 

0.10% 
累计净值 1.0020 1.0020 1.0020 1.0020 1.0030 

添利 B 
份额净值 0.9960 0.9950 0.9970 1.0000 1.0030 

0.50% 
累计净值 0.9960 0.9950 0.9970 1.0000 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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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