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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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95  -5.20  

深证成指 11492.71  -5.50  

沪深 300 2963.31  -5.07  

恒生指数 23118.07  -0.35  

日经 225 9521.94  -0.89  

台湾加权指数 8810.00  -0.31  

印度 SENSEX30 指数 18266.10  -0.33  

 美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12441.58  -0.56  

纳斯达克指数 2796.86  -0.23  

标普 500 1331.10  -0.16  

 
欧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伦敦金融时报 100 5938.87  -0.16  

法国 CAC40 指数 3950.98  -1.00  

德国 DAX 指数 7163.47  -1.42  

俄罗斯 RTS 指数 1858.39  1.81  

天弘视点 
 

底部区域窄幅整理 

上周欧元莫名升值了，全球资本市场再度演绎股票、债券、黄

金、石油同步上扬的罕见行情，当然投资者对于 A 股独跌的走势也

是见怪不怪了。 

本周来看，PMI 数据最为值得关注，不管在中国经济减速的背

景下，PMI 是否会惯性下跌，但仍将会取决月市场的情绪如何，一

方面 PMI 数据下降，对于舒缓通胀压力无疑是利好，可也对消费

和需求是利空，反之，效果则相反。  

不过整体来看，浙江中小企业的“倒闭潮”绝对是对市场影响

负面因子，全球流动性收紧的预期短时间内被夸大也确属“杞人忧

天”，从上周的市场表现来看，越是短期走势，投资者对于市场短

期拆借的利率越关注，自然也就越联动同步。因此投资者也可参考

短期拆借利率来判断市场的短期走势。 

从市场表现来看，深成指走势逐渐强于沪指是一个见底的信

号，另一方面大盘蓝筹股的全面企稳构成另一个见底信号，在市场

缺乏足以推动上涨事件时，本周市场在当前这一底部区域做窄幅整

理的可能性最大。 

 

本期撰稿：刘佳章 

编辑：    蔡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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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聚焦 

 

 上海四交易所全线启动金融创新 

  记者从2011陆家嘴论坛上获悉，上海四大交易所金融创新正全线启动。除了上海证券

交易所即将推出国际板之外，上海期货交易所最快将于年内推出白银期货，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正在对多项金融期货和期权等产品做前期研究准备，上海黄金交易所也正考虑推出黄金

拆借利率和黄金ETF。 

（2011年5月23日 上海证券报） 

 

 A 股失守年线 创 4 个月来最大跌幅 

受经济增长下滑预期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23日沪综指放量下跌，单日跌幅创今年1月

18日以来之最，深成指也创出4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恐慌性抛售情绪较浓。当日亚

洲股市全线下跌，欧美股市开盘后也出现较大跌幅。 上证综指当日下跌83.89点，跌幅为

2.93%，收报2774.57点，全日相继跌破2800点整数关口及年线2778点。 

（2011年5月24日 中国证券报） 

 

 资金面紧张 三年央票停发 

三年期央票复出才一周，便面临暂停发行。由于短期资金面紧张，本周三年期央票没有

出现在周一的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的央票申报标书上。三年期央票的停发虽在意料之外，但

在情理之中。准备金率上调、短期内债券密集缴款以及财政存款上缴于5月中下旬再度形成

合力，令短期流动性陷入紧张局面。 

（2011年5月24日 上海证券报）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成立  首批支付牌照很快发放 

 23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当选协会首任会

长。但预期中的首批支付牌照颁发却意外“落空”。 不过，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成立大会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牌照很快就会发放。”目前我国已形成中央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非

金融支付服务机构、证券结算机构等各有侧重、功能互补的支付服务体系。 

（2011年5月24日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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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福林：提高发审公信力 严把市场准入关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26日在证监会第十三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强调，发审委

制度是提高发行审核工作公信力和专业水平的重要制度安排，发审委审核工作是严把市场准

入关的重要环节。他希望各位委员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圆满完成

本届发审委的各项任务，不负社会重托。 

（2011年5月27日 中国证券报） 

 

 27 家企业获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 

中国人民银行２６日在网站上公布了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首批企业名单，包括支付宝、

快钱等在内的２７家企业榜上有名。网站资料显示，这２７家企业于１８日获得第三方支付

许可证（支付牌照）。 

（2011年5月27日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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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新闻 

 

 天弘添利 A 即将打开申购 

天弘基金旗下天弘添利A将于6月2日再次打开申购赎回。 

  成立于2010年12月的天弘添利是国内首只实施“彻底分级”的分级债基，在其发行首日便

宣告售罄，同时启动了比例配售。此后，天弘添利A于2011年3月迎来其成立以来首个开放日，

由于申购量远大于赎回量，而规模仍保持20亿元上限，因此再现比例配售。 

  作为具有固定收益特征的天弘添利A，以三个月为一个投资周期，在开放日，投资者不

赎回即默认为继续投资，年化收益率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1.3倍，在加息周期下，收益优

势凸显。同时，天弘添利A没有申购费，持有一个以上周期亦免赎回费。 

（2011年5月26日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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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视界 

 

 基金定投贵在坚持 

由于近期市场不景气，基民原来定投的收益不理想，产生了是否还要坚持的疑惑。另外，

由于近期市场下行趋势比较明显，基民自然就会想到：既然市场在下跌过程中，为什么不能

等等，等到市场跌得差不多了，再继续定投。 

  这些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笔者要特别强调基金定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长期性。

定投是分批进场投资，当股市在盘整或下跌的时候，可能越买越便宜，买到更多份额，待股

市回升后，平均买入成本会相对较低，从而有可能获得不错的收益。对于中国股市而言，长

期看应是震荡上升的趋势，因此只有相对长期的定期定额投资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笔

者将通过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设定一个情景，从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创出6124点高点时开始进行定投(当天

上证指数收盘为6092.06点)，每月初投入1000元，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定投方案的实际效果

如何。为了分析方便，我们采用天相偏股开放型基金的净值指数代表投资于偏股型基金的平

均收益水平。设定每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作为定投日。 

截至2011年5月26日，该定投计划的资产和收益情况表明：如果把定投计划投入的总本

金在定投起始时一次性投入，那么将亏损高达31.13%，同期市场下跌了55.08%。但通过定投

方式，则可以获得3.62%的正收益。一个简单的实例，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 

  启示一：定投对投资成本的摊薄非常有效。即使从最不利的时点(历史高点)开始定投，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坚持下来，正收益还是可以期待的。另外，经测算，上述定投计划当

上证指数跌到2600点左右的时候，其累计收益率才接近于0，具有较高的安全垫。 

  启示二：既然投资者没有足够的能力预测市场的低点和高点(事实上很难预计)，那么还

不如用时间和坚持，以最简单的投资方法来实现投资增值。每个人都希望抓住市场最低点的

投资机会，但事实上很难做到，还不如简单一些，通过定投来平摊成本，实现长期的收益。 

  启示三：从不同时点开始的定投收益情况看，对投资成本的摊薄一般需要两年以上的时

间，尤其是在震荡市场，需要的时间很可能更长一些，也需要投资者更加耐心一些。 

  由此可见，基金定投期限的长短、基金定投起始时间所处的市场环境，都会影响定投最

终的收益情况。选择定投方式进行基金投资的投资者，不论市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都应该坚

持，这样成本摊薄的效应才会明显，才符合定投的基本理念。 

（2011年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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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23 2011-05-24 2011-05-25 2011-05-26 2011-05-27 周增长率 

天弘精选混合 
份额净值 0.5741 0.5722 0.5681 0.5638 0.5553 

-5.72% 
累计净值 1.6925 1.6883 1.6791 1.6694 1.6504 

天弘永利债券

A 

份额净值 1.0015 1.0023 1.0014 1.0014 1.0024 
-0.10% 

累计净值 1.1264 1.1272 1.1263 1.1263 1.1273 

天弘永利债券

B 

份额净值 1.0035 1.0043 1.0034 1.0034 1.0045 
-0.09% 

累计净值 1.1401 1.1409 1.1400 1.1400 1.1411 

天弘永定价值

成长股票 

份额净值 0.9620 0.9620 0.9466 0.9394 0.9257 
-6.92% 

累计净值 1.2970 1.2970 1.2816 1.2744 1.2607 

天弘周期策略

股票 

份额净值 1.0180 1.0200 1.0020 0.9910 0.9780 
-7.39% 

累计净值 1.0600 1.0620 1.0440 1.0330 1.0200 

天弘深成 LOF 
份额净值 0.9100 0.9110 0.9010 0.8950 0.8930 

-5.10% 
累计净值 0.9100 0.9110 0.9010 0.8950 0.8930 

添利 A 
份额净值 1.0090 1.0090 1.0090 1.0090 1.0090 

0.10% 
累计净值 1.0170 1.0170 1.0170 1.0170 1.0170 

添利 B 
份额净值 1.0080 1.00880 1.0080 1.0080 1.0080 

-0.49% 
累计净值 1.0080 1.0080 1.0080 1.0080 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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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