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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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6.89  -0.92  

深证成指 12721.99  -0.98  

沪深 300 3215.69  -0.98  

恒生指数 22300.23  -4.08  

日经 225 9206.75  -10.22  

台湾加权指数 8394.75  -2.02  

印度 SENSEX30 指数 17878.81  -1.62  

 美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11858.52  -1.54  

纳斯达克指数 2643.67  -2.65  

标普 500 1279.20  -1.92  

 
欧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伦敦金融时报 100 5718.13  -1.90  

法国 CAC40 指数 3810.22  -3.02  

德国 DAX 指数 6664.40  -4.54  

俄罗斯 RTS 指数 1962.92  1.73  

天弘视点 
 

从“核危机”到“利比亚” 

相信市场的焦点已经开始从上周日本的“核危机”转移到本

周的“利比亚局势”的新变化。 

基于媒体的种种报道，相信日本的“核危机”已经度过最艰

难阶段，风险资本更多的将会转向对已经有联军军事干预的利比亚

局势的变化，根据近十年来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的演变，相信外围

宏观经济环境较上周相比还是有所缓和，本周日元走势也变得至关

重要。 

国内方面，从市场对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来看，投资者

已经普遍有所预期，并且已经提前反映，边际效应已经出现递减情

况，在货币政策紧缩的大基调不变情况下，场内流动性在回收近

4000 亿后，从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的走势来看，相对宽松的情况

依然保持，故而从流动性角度来看，市场维持箱体水平的可能性较

高。 

基于本周市场处于消息的相对真空期，且与上周持平，因此

市场维持箱体震荡的概率依然较大。 

         

本期撰稿：刘佳章 

编辑：    蔡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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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聚焦 

 

 进口大增 前两月财政收入增 36% 

财政部14日消息，今年1-2月，全国财政收入18494.39亿元，增长36%。其中，中央本级

收入9525.97亿元，同比增长35.6%；地方本级收入8968.42亿元，同比增长36.4%。财政部认

为，前两个月收入增幅较高，除经济增长和价格上涨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相关税收增长外，主

要是受进口大幅增长以及进口环节税收等部分上年末收入在今年初集中入库等因素的影响。  

（2011年3月15日 中国证券报） 

 

 34 项银行服务收费被免除 

3月14日，银监会、央行、发改委联合下发《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

通知》（下称《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坚持服务价格市场化原则的同时，进一步

履行社会责任，自2011年7月1日起，免除人民币个人账户的11类34项服务收费，包括开销户

手续费、密码修改重置手续费、同城本行存取款、转账手续费等。 

（2011年3月15日 上海证券报） 

 

 全面检查核设施 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１６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有

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核电发展要把安全放在第

一位。会议决定：（一）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二）切实加强正在运

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三）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四）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 

（2011年3月17日 中国证券报） 

 

 “十二五”力求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相统一 

16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明

确居民收入大于7%，增幅超过GDP，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并且，纲要

对资本市场表述积极，提出要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多项目标，表明对资本市场基础性作

用的重视。 

（2011年3月17日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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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居民消费意愿跌至 12 年最低 

 中国人民银行16日发布2011年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

储蓄，包括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的变相储蓄及储蓄存款，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

多消费”，创下了1999年有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投资方式中，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达25.1%，尽管较上季

度减少1个百分点，但“房地产”仍是居民投资首选。其次为基金（21.9%）、股票（13.5%）。

（2011年3月17日 上海证券报） 

 

 存款准备金率升至 20%历史高位 

中国人民银行18日宣布，从2011年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去年以来第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此次上调大约冻结银行资金

3600亿元。上调后，大型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达20%的历史高位。 

（2011年3月19日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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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新闻 

 

 天弘基金近期表现出色 

2011年前两个月，大盘蓝筹企稳，中小盘股下挫，导致众多在2010年收益领先的偏股基

金风光不再。而2月份，天弘基金两只产品净值增长率排名股票基金收益率前10，成功把握

了今年以来的结构性行情。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月28日，天弘周期策略[1.20 0.67%]在过

去一个月中的净值增长率达到11.70%，而天弘永定[1.10 1.19%]价值成长基金同期的净值增

长率也达到9.69%，在同类基金中分别排名第2、第5。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天弘基金的优异表现，可能得益于天弘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刻理

解以及经济走向的准确把握。从天弘永定价值成长以及天弘周期策略2010年的四季报来看，

这两只基金在2010年四季度不约而同都重配了食品饮料、纺织服装以及生物医药等行业，其

重仓股中，还同时出现了ST钒钛这样的冷门股。 

(2011年3月17日 中国证券报 余喆) 

  

http://finance.ifeng.com/company/data/news/1823.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fund/of420005/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fund/of4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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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视界 

 

 基金定投 善用一把“剪刀” 

在定投基金产品时，投资者把其定位为“自由投资”、“轻松投资”、“安心投资”，

更多是将定投作为一种积累养老金、子女教育金的投资方法而加以运用。尤其是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金额、固定的基金产品及固定的渠道等因素不断地影响着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决策。

并认为做调整和转换，尤其是操作方法，是不遵守定投纪律的表现。这明显是陷入了定投的

误区。 

定投真的需要善用一把“剪刀”，使投资者的定投变得更加灵活、流畅，而不是被固定

的模式所束缚。这也可能就是“智能定投”产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基金产品的业绩也是不断变动的，尤其是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和计划也可能是不断变动的。投

资者定投基金运用固定的模式，而不加以修正和调整，就会从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并对投

资者的定投收益产生影响。为此，需要投资者从以下三方面运用好“剪刀”。 

首先，观察和了解定投中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定投方法的运用更加稳定。即投资者要

对定投基金产品的业绩表现进行经常性检查，了解其投资策略的变动和投资理念的变动。只

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定投的方向，而不会把业绩表现不佳，或者投资策略发生改变，

基金性质发生变化的基金产品，长期定投下去，影响定投目标的完成和实现。 

其次，对定投资金进行定量，而不应当超出投资者的正常投资比例。只有这样，才能够

使投资者在定投中不会产生较大的资金压力。而这其中也包括红利再投资，及后续定投资金

的补足等。投资者在定投过程中，不能因为定投是一种方便省心的投资工具，而将其与定期

存款结合起来，尤其是将定投的收益与银行定期存款相比照，从而造成过度定投。 

第三，定投与定赎要有机结合，必要时也可以同步进行。即投资者可以定投业绩好的基

金产品，定赎业绩不好的基金产品，将基金定投的资金保持在一定比例之内，从而更好地调

整定投基金品种，使其具有较长的成长性。不能认为定投就是一种中长期的投资工具，而只

做一次性赎回，尤其是在运用资金时赎回，或者持有一定的周期后赎回，而不考虑定投基金

产品的收益问题。 

可以说，投资者突破传统投资模式的限制，可以克服投资中的人性弱点，正确把握投资

中的机会，不机械地持有基金产品，并使自己的定投目标和计划完成得更加轻松。 

(2011年3月21日 中国证券报 兰波) 

  

http://finance.ifeng.com/fund/special/dingtou/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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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基金一周表现 

       （单位：元） 

基金名称   2011-03-14 2011-03-15 2011-03-16 2011-03-17 2011-03-18 周增长率 

天弘精选混合 
份额净值 0.6488 0.6439 0.6474 0.6409 0.6402 

-0.40% 
累计净值 1.8601 1.8491 1.8569 1.8424 1.8408 

天弘永利债券

A 

份额净值 0.9901 0.9900 0.9914 0.9918 0.9928 
0.14% 

累计净值 1.1150 1.1149 1.1163 1.1167 1.1177 

天弘永利债券

B 

份额净值 0.9913 0.9913 0.9927 0.9930 0.9941 
0.15% 

累计净值 1.1279 1.1279 1.1293 1.1296 1.1307 

天弘永定价值

成长股票 

份额净值 1.0997 1.0919 1.1049 1.0852 1.0964 
0.44% 

累计净值 1.4347 1.4269 1.4399 1.4202 1.4314 

天弘周期策略

股票 

份额净值 1.1990 1.1870 1.1950 1.1850 1.1940 
0.42% 

累计净值 1.2410 1.2290 1.2370 1.2270 1.2360 

天弘深成 LOF 
份额净值 0.9990 0.9810 0.9920 0.9770 0.9820 

-0.91% 
累计净值 0.9990 0.9810 0.9920 0.9770 0.9820 

添利 A 
份额净值 1.0010 1.0010 1.0010 1.0020 1.0020 

0.10% 
累计净值 1.0090 1.0090 1.0100 1.0100 1.0100 

添利 B 
份额净值 0.9980 0.9990 1.0010 1.0020 1.0030 

0.50% 
累计净值 0.9980 0.9990 1.0010 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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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