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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昨日高开高走! 股指早盘
高开后震荡上行"地热能#交通#旅
游等板块涨幅居前" 题材股相对活
跃! $%点半后"地产#煤炭#酿酒等各
板块相继快速拉升"股指震荡走高"

两市涨幅双双超$&" 深成指站上'"

日线$午后地产#工程机械等板块持
续拉升"两市股指双双创近期新高"

各板块全线飘红" 中小板块普遍活
跃"股指保持高位震荡至收盘"成交
量明显放大!

截止收盘"沪指报($)$*'+点"上
涨('*%,点"涨幅为$*(-."成交'/,亿
元$深成指报0,+0*(%点"上涨$/,*%(

点"涨幅为$*0(."成交'/$亿元!

新浪博主%股市风云&认为"本
周先抑后扬周线收阳后将现)连阳"

意味着技术上将还有-周以上的反弹
周期"资金抢筹低价股尤其是地产低
价股"主题机会迭现! 大盘能够如此
大涨"有技术因素在里面"更主要的
是经济发展速度趋稳"让投资者改变
过度悲观预期! 地产等强周期品种
走强"也正是交易性机会和经济基本
面预期转暖共同作用的结果!

周五关注($-/点能否拿下'''

这也是决定右肩构筑完成的最后因
素! 周线)连阳确立可期"也意味着
市场中期底部将有望确立"本年度最
大一波行情也就自然而成了!

目前市场运行节奏符合预期"但
周四量能仍显不足"因此后市上涨的
高度仍要看场外资金入场力度"投资
者信心仍需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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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盘面看" 普涨的格局比较明
显"各行业指数全线飘红! 涨幅居前
的行业指数包括房地产#食品饮料#

交通运输#建筑建材#机械设备等"

其中房地产板块大涨)."领涨大盘$

在跌幅榜上" 前期领涨的强势股天
津磁卡跌幅超过/.!

操作策略(经历了前期连续/个

交易日的调整走势后"周四深沪两市
的放量上涨标志前期调整结束"市场
再度选择向上突破"反弹行情得以持
续"预计大盘短期将有望保持震荡上
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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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业内流传数月"自今年/月
离职后"原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华夏
大盘基金经理王亚伟一直在酝酿成
立自己的私募基金! 今年+月底"一
家名为 %深圳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的私募基金已在深圳前海悄然
登记成立!

深圳前海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
向记者证实"原华夏基金副总经理王
亚伟自/月份离职后" 已在前海成立
深圳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昔日最
牛公募基金经理正式转做私募!

公开信息显示"这家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受托资产管理# 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等"注册资本金$%%%万元人民
币" 法人代表即王亚伟" 出资比例
$%%.!不出意外"此王亚伟别无二人!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 王亚伟计
划将其私募基金的目标客户锁定为
真正的高净值人群" 对目标客户设
定了较高的门槛!

业内有说法是其门槛为(%%%万
元人民币起"亦有说法是/%%万美元
起! 并且"他还要求客户投资其私募
的资金量不得超过个人资产一定比
例"或为/.'''也就是说"其目标客
户至少身家数亿!

今年/月"王亚伟正式从华夏基
金离职" 当时华夏基金亦有数位研
究员跟随其离职!

从/月份作别华夏以来"%公募
一哥& 王亚伟就一直在筹备自己的
私募基金! 在这几个月内"他在全国
各地四处选择注册地" 最终落户深

圳前海!

值得注意的是" 据接近中信证
券的人士称"在离职的几个月内"王
亚伟曾经多次到访中信证券! 为此"

在成立自己的私募后" 王亚伟或与
中信证券在一定程度上开展合作!

相关人士进一步透露" 这种合作的
内容可能是多方面的(譬如"王亚伟
可能将仓位放在中信证券$ 王亚伟
可能为给中信证券的大客户提供财
富管理服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
助于王亚伟的私募基金的销售工
作$ 中信证券的研究所也可以给王
亚伟提供服务!

蛰伏/个月后" 这应是基金业
%一哥&正式复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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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股周四表现活跃"截
止收盘"地产股涨)*%-."涨幅
居前! 个股普遍上涨" 华远地
产# 中航地产等,股涨停领涨"

另外"金科股份涨,*/)."保利

地产#首开股份#招商地产#鲁商
置业和苏宁环球涨幅超过'."

华夏幸福#滨江集团#广宇发展
和格力地产涨幅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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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概念昨日表现活
跃" 截止收盘" 地热能概念涨
'*/(."涨幅居前! 个股全线上

涨"大冷股份#烟台冰轮和汉钟
精机涨停领涨"海立股份#艾迪
西和常发股份涨幅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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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概念股昨日表现活
跃"截止收盘"页岩气概念股涨
)*(." 涨幅居前! 个股普遍上

涨"东华能源涨停领涨"宝莫股
份涨'*,)."山东墨龙和惠博普
涨幅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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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 洋河股份发布公告
称"其将启动股份回购机制! 根
据公告"股份回购的金额将不高
于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份净利润的(%."即最高不超过0

亿元!

$0日" 洋河股份临时停牌!

截止$%月$,日"洋河股份收盘股
价$(0元" 总市值$)0(*-亿元"超
过五粮液的$)),*,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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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连续放量涨停) 短线
能否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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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板块为
何走势这么强)是否超跌反弹)能否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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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证券$%月$'日数据显示"大
成月添利理财债基业绩持续领
跑'''大成月添利!# 大成月添利1

七日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 #

-*%',."在同类基金中均名列第$!据
观察"大成月添利成立首日运作即以
-*0)$.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创下同期
所有短期理财债基收益率的最高水
平"而自$%月$%日该基金打开申购以
来"其收益率持续领跑同类基金!

对于未来市场的资金环境"大
成月添利债券基金经理陶铄表示"

目前市场对于经济难以明显反弹的
预期已较为一致" 分歧的焦点只在
于货币政策的调整力度! 央行并不
希望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于宽松"

这种政策导向将有利于短期理财债
基的投资运作!

在此大背景下" 陶铄建议风险
厌恶型投资者还是以配置安全稳健
类产品为主! 各类短期固定收益产
品中"从长期来看"理财基金相对确
定的现金流# 更灵活的投资和回购
比例限制" 使得其收益率具有相对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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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经过三季度调整以
后"制造业234持续低迷#央行投放
天量逆回购等现象都释放出短期内
利好债市的信号! 对于普通投资者
而言" 挑选一只债券指数基金是指
数化分享债市收益# 分散股市风险
的重要配置策略!

易方达中债5新综合债券指数
基金是国内第一只可以全方位配置
债券市场的指数基金" 过往数据显
示中债6新综合指数与1股呈负相关
性"配置特征显著! 拟任基金经理胡
剑目前管理的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基金今年前三季度净值增长率达到
,*(078!级9"波动较小!

胡剑认为"随着通胀压力下降"

政府可能进一步降息或降准以刺激
经济"这将推低债券收益率"对债券
投资构成利好!

(�!%

差点钱
¼%��½G¾¿#ÀÁ�&*'#,ÂÃXÄ�$ÅÆ�ÇÈ¦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