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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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21 3.91  

深证成指 11996.08 5.14  

沪深 300 3027.47 4.68  

恒生指数 22171.95 2.20  

日经 225 9678.71 3.50  

台湾加权指数 8532.83 -1.20  

印度 SENSEX30 指数 18240.68 2.07  

美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11934.58 -0.58  

纳斯达克指数 2652.89 1.39  

标普 500 1268.45 -0.24  

欧洲市场 收盘价 涨跌幅(%) 

伦敦金融时报 100 5697.72 -0.30  

法国 CAC40 指数 3784.80 -1.02  

德国 DAX 指数 7121.38 -0.60  

俄罗斯 RTS 指数 1857.04 -1.15  

天弘视点 
 

市场情绪开始好转 

上周希腊债务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美联储也是以不变应万变，

既不会推出 QE3，却也不说撤出 QE2，市场最大的亮点集中在国际

能源组织释放出 6000 万桶原油储备，使得油价暴跌。 

基于石油问题一向是政治问题的逻辑，此次国际能源组织出人

意料的释放 6000 万桶石油储备，使得原油价格从 4 月高点下降了

近 20%，这是 35 年来该组织第三次动用储备，可以表明美国抑制

油价的决心，可见有无 OPEC 配合，奥巴马显然也不愿意让汽油价

格冲击其竞选连任的机会。 

本周来看，市场焦点会聚焦在在希腊紧缩财政案和 PMI 上，从

国内情况看，本周将要公布的 PMI 预期仍会小幅下跌，毕竟通过拉

低经济来控制通胀的大背景下，6 月超高的 CPI 翘尾因素存在，让

人很难对 PMI 暂时报以希望。 

但让人惊喜的是，上周市场的突然反弹也迅速改变了市场的预

期和情绪，从偏股型基金上周的表现来看，普涨现象突出，基于反

弹有低估值基础及中报业绩上行预期，机构投资者增仓行为更值得

投资者关注。 

 

本期撰稿：刘佳章 
编辑：    蔡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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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览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将基本实现 

全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部署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交流会议

２０日上午在京召开。温家宝指出，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试点，并加快新农保试点进度，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这是党和政府的重

大惠民政策，是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制度建设。 

（2011年6月21日 中国证券报） 

 

 基金销售新规出炉 独立机构准入放宽 

中国证监会昨日发布《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放宽基金销售机构准入条件，增

加基金销售“增值服务费”项目等，明确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申请销售业务，

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办法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2011年6月22日 上海证券报） 

 

 北京市住建委：限购政策决不放松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人21日表示，北京市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制定

的包括限购在内的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确保实现房价控制目标，限购政策决不会放

松，没有调整的安排，也不会按照房屋档次、价格区别对待，所谓“北京市正在研究放宽限

购政策，拟放宽对高端项目的限购”的传言不实。 

（2011年6月23日 中国证券报） 

 

 6 月 CPI 创新高无悬念 下半年物价可控 

 翘尾达到全年最高值和新涨价因素势头强劲，6月CPI不乐观。22日，国家发改委公开表

示，预计今年6月份价格总水平同比涨幅将高于5月份。这意味着，CPI将创下35个月以来新

高。但发改委同时表示，下半年由于翘尾因素快速回落，新涨价因素继续得到遏制，CPI涨

幅将高位回落，全年价格将在可控区间运行。 

（2011年6月24日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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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快递 

 

 加息预期强烈货币基金直接受益 

在加息预期背景下，货币基金表现更抢眼。各大基金公司网站公开信息显示，货币基金

的收益率最近一段时间持续飙升。截至6月16日，诺安货币基金七日年收益率达3.6590%，已

经高于3.25%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相关理财人士认为，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的背景下，货币基金将直接受益。由于通胀的

滞后性，今年二季度CPI将继续冲高，下半年将从高位逐渐回落。央行今年第六次上调准备

金率，回收了部分流动性。货币基金强调的是流动性管理，市场资金紧张时，资金利率高，

此时参与资金拆借，就能获得较高收益。 

 

 今年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远超去年全年 

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流动性日趋紧张，发行理财产品成为银行缓解资金压力的一条新途

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6月21日，共发行7891款银行理财产品，已超去年全年

发行量的80%。银行理财产品预估发行规模达到8.25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发行规模7.05

万亿元。 

  从品种看，银行理财产品中人民币债券市场类产品发行数量最高，达3315款，占比42.01%；

债券类产品257款，占比3.26%；票据资产类产品162款，占比2.05%；外币债券市场类产品1155

款，占比14.64%；结构性产品241款，占比3.05%；其他类产品2761款，占比34.99%。 

  从期限看，今年以来1个月以下的超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占比与去年相比明显上升。

据统计，以最近一周为例，1个月以下的超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为101款，在所有期限产

品中市场占比最高，占比36.07%。 
 

 

 暴雨致损的哪些保险可以索赔 

据悉，近期武汉遭遇近13年来最大暴雨袭击，不少市民向保险公司咨询哪些保险可以索

赔。 

  平安产险湖北分公司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9日，平安产险湖北分公司武汉地区车险报案

量为：447笔；估损金额为560万元；6月19日－20日，武汉地区共接财产险报案89笔，报损

金额约3430万元。武汉地区家财险接报案7笔，赔付3笔。 

  业内人士表示，购买车损险的，遇到车辆涉水熄火后，可向保险公司报案，查勘员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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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拖车到修车厂维修，产生的费用，保险公司报销。但涉水熄火后，如车主在水中再次

发动会造成发动机损坏，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如果购买了家财险，针

对暴雨的损失是可以获赔的。 
 

 为绑定高端信用卡端客户银行奇招 

为绑定高端信用卡端客户，银行出奇招，购买高档汽车以信用卡分期付款。 

  2011年6月21日民生银行与宝马联合宣布，全国宝马授权经销商将推出超低手续费的民

生信用卡分期购车服务。双方约定以汽车零售金融服务合作项目，满足双方高端客户的融资

购车需求。同时民生银行行长洪崎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签订

《中国民生银行与BMW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战略合作已进入实施阶段。 

  随着战略合作不断深入，双方还将就宝马品牌在中国地区的首张宝马联名信用卡这一新

合作项目展开磋商，旨在合力提升品牌和高端客户的相互认同感。 

（资料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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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园地 

 

 弱市中基民三大“自救策略” 逢低增持优秀品种 

股市的节节下跌，也让基金的净值持续下滑。统计显示，5月份基金亏损1455亿元，六

成偏股型基金跌幅超过5%。这意味着，大多数基民今年没赚到钱，反倒亏了不少。 

股市有跌就有涨，机会是跌出来的。大跌之中不妨保持一份淡定和冷静，市场已经逼近

“黎明前的黑暗”。当下上证综指站在2700点，距离2008年1664点或者2005年998点似乎还有

很大距离，目前估值到底处于什么位置？ 

据某资深市场人士统计，历史上出现过5次大底，目前正在形成第6次大底。与A股估值

一并创新低的，还有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仓位，这表明公私募基金握有充足“弹药”，随

时可吹响抄底“冲锋号”。目前，大盘已处于估值的历史低点，可说是较安全的区间。在这

种情况下，基民可以考虑三种策略。 

首先，保留表现最好的基金。面对下跌，应把长期表现不佳的基金赎回或转换掉，留下

好基金。一旦股市好转，好基金可以更好地抓住反弹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增加

盈利。 

其次，逢低增持优秀品种。通胀较严重的年份，往往在“CPI确定性回落”时，股市才能

完成主跌浪、出现最低点，并形成黄金购买点的时机。如果基民仓位较轻或有闲置资金，可

考虑逐步分批购买长期表现较好的基金。 

第三，借高折价杠杆基金博反弹。海通证券基金分析师倪韵婷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市场

仍处于震荡筑底，投资者可以考虑选股能力较强的主动型杠杆基金。不过，此类基金高风险

份额的波动较一般股票基金更大，市场下跌时，将会以加速的速度下跌，因而适合等市场趋

势明朗后做交易，且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且市场感觉较好的投资者。 

（2011年6月21日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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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基金一周表现 

       （单位：元） 

基金名称   2011-06-20 2011-06-21 2011-06-22 2011-06-23 2011-06-24 周增长率

天弘精选混合 
份额净值 0.5398 0.5544 0.5457 0.5528 0.5613 

2.61% 
累计净值 1.6156 1.6259 1.6289 1.6488 1.6638 

天弘永利债券

A 

份额净值 0.9977 0.9977 0.9970 0.9977 0.9979 
-0.02% 

累计净值 1.1226 1.1226 1.1219 1.1226 1.1228 

天弘永利债券

B 

份额净值 1.0000 1.0000 0.9993 1.0000 1.0003 
-0.01% 

累计净值 1.1366 1.1366 1.1359 1.1366 1.1369 

天弘永定价值

成长股票 

份额净值 0.9046 0.9249 0.9233 0.9438 0.9564 
6.04% 

累计净值 1.2396 1.2599 1.2583 1.2788 1.2914 

天弘周期策略

股票 

份额净值 0.9770 0.9922 0.9890 1.0110 1.0360 
5.71% 

累计净值 1.0190 1.0340 1.0310 1.0530 1.0780 

天弘深成 LOF 
份额净值 0.8820 0.8950 0.8980 0.9150 0.9310 

4.84% 
累计净值 0.8820 0.8950 0.8980 0.9150 0.9310 

添利 A 
份额净值 1.0020 1.0020 1.0020 1.0020 1.0030 

0.10% 
累计净值 1.0200 1.0200 1.0200 1.0200 1.0210 

添利 B 
份额净值 0.9860 0.9860 0.9870 0.9860 0.9860 

0.00% 
累计净值 0.9860 0.9860 0.9870 0.9860 0.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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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