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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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7.33  1.01  

深证成指 3,120.96  1.42  

沪深 300 12,292.49  2.51  

恒生指数 22,828.92  -4.52  

日经 225 10,605.65  0.59  

台湾加权指数 8,609.86  -5.86  

印度 SENSEX30 指数 17,728.61  -1.55  

 美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12,273.26  1.50  

纳斯达克指数 2,809.44  1.45  

标普 500 1,329.15  1.39  

 
欧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伦敦金融时报 100 6,062.90  1.09  

法国 CAC40 指数 4,101.31  1.34  

德国 DAX 指数 7,371.20  2.15  

俄罗斯 RTS 指数 1,881.90  -2.42  

天弘视点 
 

迎来“多头排列”的小周期 

兔年的前三个交易日，给市场带来了一番不小的惊喜，股指突

破季度线的压力，使得市场进入了一个小的多头排列的态势。 

从国际宏观局势来看，当前有两大亮点，一是资本市场的风险

情绪有所下降，反映到埃及局势进展到穆巴拉克下台，而国际油价

却在触碰 100 美元后快速回落至 85 美元附近，欧债危机的不温不

火以及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快速上行，均反映了全球资本正在全

球大挪移。 

另一方面，最新的美国零售数据及就业数据好的“惊人”，但

美联储的动作没有任何放松“量化宽松”的迹象，看来全球流动性

泛滥的局面依然要“再飞一会”。 

在这两种环境交互影响下，新兴国家的通胀问题相信是未来数

月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而恰恰五年一次的 CPI权重调整，使

得即将发布的 CPI数据的预期被降到了 5%以下，这对于市场而言，

一个意外再加上短期相对宽松的流动性，均有望促成新一轮“多头

排列”的小周期的到来。 

对于场内资金而言，基于 A股市场的容量已非过去同日而语，

同是股指表现出来的震荡走势，其对于投资者的意义是不同的，场

内资金追逐高弹性品种，放弃低弹性的前期领涨品种，有望成为市

场新的亮点。 

 

本期撰稿：刘佳章 

编辑：    蔡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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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聚焦 

 

 央行今年首次加息 剑指通胀负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2月8日宣布，自9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

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加息是央行针对1月信

贷可能较快增长、物价或因气候因素和春节因素创新高而采取的举措。 

（2011年2月9日 中国证券报） 

 

 国务院十措施“保粮”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粮食生产形势，在近期已出

台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再出台十项措施，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具体包括：扩

大冬小麦抗旱浇水补助范围；实施小麦返青拔节弱苗施肥补助，每亩补助10元；中央财政预

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2亿元，主要用于冬小麦主产区农民购置抗旱农机补贴；提高稻谷最

低收购价；增加中央投资，加大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 

（2011年2月10日 上海证券报） 

 

 央票重启紧随加息 利率上行空间打开 

受制于利差严重倒挂，央行公开市场央票发行在春节前曾二度停发。不过，节后首日的

加息，已将央票利率上行窗口打开，央票重启亦随之悄然而至。央行公告显示，今日将发行

2011年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期限3个月，发行量为10亿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仅发行过

两期3个月央票，数量分别为10亿元和30亿元，而去年12月共发行5期，每期数量亦均为10亿

元的历史地量。 

（2011年2月10日 证券时报） 

 

 央行对部分中小银行实施差别准备金率 

春节后，央行对部分中小商业银行实施了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措施。这些银行主要

是城市商业银行。这是央行今年宣布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后采取的实质性举措。当

前，物价上行压力较大，不少机构预测1、2月CPI涨幅可能超过5%，潜在通胀风险因素仍未

消除。预计央行将在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使用较严厉的调控政策工具组合。差别存款准备

金率作为调控的常态工具走上了政策前台。 

（2011年2月11日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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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国务院10日在京召开全国粮食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作重要讲话。他强调，稳

定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是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基础，也是实现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进一步加强领导，

加大支持力度，抓好政策落实，努力促进粮食和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2011年2月11日 上海证券报） 

 

 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 今年来累计升值 0.57%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849，较前一交易日微

涨1个基点，再次创下了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而9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则较农历新年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走高10个基点。2011年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已达0.57%。通过分析央行

近期举措，并联系人民币中间价波动的幅度和即期市场的走势看，人民币近期仍将以“稳”

为主。 

（2011年2月11日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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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视界 

 

 压岁钱投资攻略 基金定投+少儿险为优选 

中国人过年有个习俗，给孩子发压岁钱，以期望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春节假期

刚过，亲戚朋友送来的贺岁红包，也“塞满”了小朋友们的小荷包。作为父母的您，会如何

处理孩子的压岁钱？是任由孩子自己支配，还是统统没收？理财师给您来支招：通过基金、

保险等理财组合做投资，既培养孩子的理财观念，又能让压岁钱保值增值。   

  投资首选：基金定投+少儿险 

  如今的理财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但对于孩子来说，因为年纪尚小，因此不宜选择高风

险投资方式。综合多位理财师的建议是：“基金定投+少儿险”的投资组合为最优之选。 

  所谓基金定投，就是基金定时定额投资业务，投资者定期投入固定金额，然后由银行

自动扣款购买指定的基金，一般来说每月投资200元至500元即可。家长只需要把小孩的压岁

钱存在一个固定账户，并选择一款基金，银行会每月自动扣除相应金额。 

  理财师指出，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家庭可以选择股票型基金或指数型基金，风险承

受能力一般的家庭可考虑选择混合型基金。定投的好处在于投资的成本比较平均，可以分散

风险，长期投资，也享受复利增值，而且起点金额低，积少成多，长期来看年收益率高于零

存整取。 

  少儿保险大致有三类。少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年费用在50元到100元不等，主要针对

孩子爱玩闹、容易受到意外伤害的特点，对孩子因为意外事故发生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偿；少

儿重大疾病保险，确诊赔付保额，费用低保障高，能分担家庭风险；少儿教育金保险，强制

储蓄专款专用，在教育费用不断走高的情况下，通过保险为家长提供强制储蓄的通道，为若

干年后孩子提供各个年龄阶段的教育金、创业金、婚嫁金等。 

  值得注意的是，家长可根据孩子压岁钱金额的多少、孩子年龄的大小，来为其选择不

同的保险产品。如果金额不大，就可以考虑给孩子购买一些健康险和意外险，如果压岁钱的

金额相对较大，家长可考虑给孩子购买教育金保险；学龄前孩子可以选择意外医疗、大病和

传统的教育金保险，初高中的孩子可以考虑意外医疗、大病保险和万能险或投连险，而大学

生则可以考虑意外医疗和大病保险。 

（2011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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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9 2011-02-10 2011-02-11 周增长率 

天弘精选混合 
份额净值 0.6145 0.6297 0.6330 

2.69% 
累计净值 1.7832 1.8172 1.8246 

天弘永利债券

A 

份额净值 0.9936 0.9939 0.9945 
-0.21% 

累计净值 1.1185 1.1188 1.1194 

天弘永利债券

B 

份额净值 0.9945 0.9948 0.9954 
-0.20% 

累计净值 1.1311 1.1314 1.1320 

天弘永定价值

成长股票 

份额净值 0.9995 1.0200 1.0277 
2.73% 

累计净值 1.3345 1.3550 1.3627 

天弘周期策略

股票 

份额净值 1.0720 1.0950 1.1100 
3.35% 

累计净值 1.1140 1.1370 1.1520 

天弘深成 LOF 
份额净值 0.9160 0.9430 0.9520 

2.37% 
累计净值 0.9160 0.9430 0.9520 

添利 A 
份额净值 1.0060 1.0060 1.0060 

0.10% 
累计净值 1.0060 1.0060 1.0060 

添利 B 
份额净值 0.9910 0.9900 0.9910 

-0.30% 
累计净值 0.9910 0.9900 0.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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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