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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回顾】


A 股市场
周二早盘，沪深两市开盘涨跌不一，随后两市整个早盘基本在平盘线下方维持震荡走势。沪指最后小幅微

涨结束一天交易，日线实现五连阳。而创业板则小幅高开，震荡走弱，至收盘两市小幅收阴线，成交量较前一交
易日缩量。截止收盘，沪指涨幅 0.03%，报收 3217.93 点；深成指跌 0.06%，报收 10264.92 点；创业板跌 0.22%，
报收 1909.4 点。盘面上，“一带一路”概念、新疆板块领涨；信息安全、猪肉、博彩概念跌幅居前。资金方面，
两市全天成交 4312.14 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减少 533.37 亿。统计数据显示，沪市流出 29.70 亿，深市流出 35.46
亿，主力资金大幅流出。
股指期货
截止收盘，沪深 300 指数报 3435.80 点，跌幅为 0.01%，IF1702 报 3419.4 点，涨幅为 0.04%；上证 50 指数
报 2373.51 点，跌幅为 0.24%，IH1702 报 2368.0 点，跌幅为 0.13%；中证 500 指数报 6374.89 点，涨幅为 0.08%，
IC1702 报 6332.0 点，跌幅为 0.07%。


国际行情

美国

香港

道琼斯工业指数

20504.40

0.45

恒生指数

23703.01

-0.0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5782.57

0.32

国企指数

10254.44

-0.03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2337.58

0.40

红筹指数

3927.24

-0.42

欧洲

亚太

英国 FTSE100

7268.56

-0.14

日经 225 指数

19238.98

-1.13

德国 DAX 指数

11771.81

-0.02

澳大利亚标普 200

5755.24

-0.09

法国 CAC40 指数

4895.82

0.16

韩国综合指数

2074.57

-0.20

意大利指数

20991.05

0.70

新西兰 NZ50 指数

7150.89

0.22

西班牙 IBEX 指数

9510.20

0.28

中国台湾加权指数

9718.78

0.09

本资讯产品所有数据均来自 wind 资讯

【热点资讯】
【PPI 快速上涨 全年通胀压力仍温和】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1.0%，同比上涨 2.5%；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 0.8%，同比上涨 6.9%。业内人士认为，CPI 涨幅超出市场预期，主要原因是
非食品价格远超预期。货币政策方面，基于供给侧改革的综合要求，预计稳中偏紧的基调不变。
【经济亮点频现 A 股公司产能扩张“春动”】
新年伊始，经济基本面暖风频吹，不仅宏观数据向好，微观上近期不少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以多种方式融
资扩大产能，资本开支重现扩张迹象。市场人士认为，当前上市公司产能扩张、资本开支扩大背后是经济小幅回
暖基调下实体企业的最新动向。在金融机构去杠杆、资金脱虚向实大趋势下，上市公司产能扩张“春动”是期待
已久的一抹亮色。
【美股迭创新高 标普 500 市值首超 20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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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一个多月横盘震荡后，美股三大股指再次开启上攻势头。随着“特朗普交易”的热情进一步升温，美
股三大股指连续三个交易日同步刷新历史高位，标普 500 指数市值历史上首次突破 20 万亿美元大关。周期性板
块延续强势，金融、工业、原材料涨幅居前。华尔街分析师认为在强劲的美国经济基本面支撑，以及特朗普政策
预期利好提振下，美股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
【从“研究”到“推动” 新三板企业期待转板取得突破】
新三板转板近期成为热点话题。其中，深交所首次将措辞由“研究”变为“推动”。表述上的“一小步”，
被业内人士看作是新三板转板制度建设的“一大步”。业内人士表示，优质挂牌企业加速“出走”，是新三板市
场融资难的一大写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三板企业转战 IPO。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显示，新三板
共有 4946 家挂牌企业符合创业板 IPO 财务条件，占总挂牌企业的 50%左右。
【1 月社会融资增量达 3.74 万亿创新高】
“1 月 24 日央行上调 MLF 利率 10 个基点，对当月新增信贷规模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
交易员对记者表示，尽管是货币市场利率的上调，但这种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前提下的变相加息，向银行类金融
机构释放了清晰的信号：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能受到任何挑战.
【稽查执法“年报”透露新动向 A 股市场“铲瘤”行动正发力】
2016 年，证监会系统共受理违法违规有效线索 603 件，启动调查 551 件；新增立案案件 302 件，比前三年
平均数量增长 23%；新增涉外案件 178 件，同比增长 24%；办结立案案件 233 件，累计对 393 名涉案当事人采取
限制出境措施，冻结涉案资金 20.64 亿元；55 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已对其中 45 起立案
侦查，移送成案率创历史新高。
【鸡年首场发审会今日召开 2 家公司接受 IPO 审核】
发审委委员将结束春节“休假模式”，正式投入到鸡年的发审工作中来。根据证监会安排，主板发审委将于
今日召开今年第 25 次发审会，审核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和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
【私募输血通道被堵 房地产信托短期受益】
日前，中国基金业协会下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 4 号文，直接封堵了私募资管计划在 16 个热点
房地产城市的投放。有信托业人士认为，继银行、房企发债被加强管控后，私募资管计划房地产备案也被限制，
短期内，新规或将导致部分地产业务回归信托市场，信托业有望受益。

【基民学堂】
【基金小白进阶必读：4 个步骤教你如何止盈】
首先，止盈的目的。
提到止盈，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但究竟为何要止盈，是否人人都清楚呢？我们说止盈的目的无非在于三点：
一是锁定盈利，二是防止利润回吐，三是通过再投入获取复利。
三者之间是递进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止盈锁定盈利是一定的，但若止盈后该基继续上涨则防止利润回吐
就难以成立，同样的，若止盈后该基转为下跌则再投入非但不能扩大盈利反而会加速亏损，此时的复利则是在帮
倒忙了。
其次，止盈的方式。
常用的止盈方式大致分为两种：目标型止盈和技术型止盈。
目标型止盈，顾名思义，就是设定一个目标收益率或者收益值，达到标准即可止盈赎回。至于这个标准如何
确定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从投资者自身的角度，如果投资者本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可以适当将与其收益定高一点，反之则相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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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益预期。从市场行情的角度，牛市预期收益可以高一些，而熊市则需要适当调低收益预期，否则时间成本可
能过大。
技术型止盈相对要复杂一些，需要投资者根据所持基金的走势分析预测其运行方向。具体而言也并非无方法
可依的，我们借鉴市场生命周期理论的思路，也可以将单只基的走势划分为发展、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作为买入期，后两个阶段作为卖出期。那么有人又要问了，这个生命周期图谱如何来画呢？
我的建议是不妨以一只基的历史净值为依据，观察其大致的运行轨迹，稳健者可在净值一路飙升出现较大涨
幅的成熟期选择止盈，而激进者则可在其走势出现明显向下的趋势时也就是进入衰退期再进行止盈操作。
再次，止盈后续操作。
对于多数人而言，止盈操作并不难，难的是赎回资金的再利用问题。还是借鉴前一篇机会成本的思路，赎回
后资金的投资大致有三个方向：其一为继续投资原先的老基，其二为转投新基，其三为转为固收类投资。
第一种方式多适用于目标型止盈的后续操作。但需注意一点，如果你前期设定的投资收益率已经很高，那再
次投入的风险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了，再买入的收益率应当适当降低，不可贪得无厌。
要知道，每一只基金都有高峰低谷存在，如果你没信心在低谷时加大仓位的话，就应该学会见好就收，没必
要为一直基虚耗掉大量的时间成本等待其起死回生，事实上谁又能保证它一定有再现辉煌的一日呢？用一个确定
的亏损实况去期待一个并不确定的东山再起的期盼，实非明智之举。
判断是否继续投资此基其实有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抛开过往盈利不谈，只看当下情况下以对待一只陌生
不了解的基的视角，你会不会选它作为投资标的，如果还是会选，那就继续买入，如果不会选，那就不再建议继
续买入了。
第二种方式多使用于技术型止盈的后续操作。老基一旦步入衰退期基本上等同于宣判了死刑，其再现辉煌的
可能性远远低于生龙活虎的新生力量。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分析过的 10 年 51 倍收益的奇迹实例，那就一定会认同换基的思想。单就权益类投资
而言，由于其并非按年计息的固定模式，决定其复利规模的并非时间因素，而是后续投入的盈利能力如何。
有人可能会说我自认没本事选一只新基足以超越老基的水平，那我要告诉你的是，没人要求你去复制同样高
度的辉煌，只要确保拿一只处于上升期的来替代衰退期的老基即可，只要是上升哪怕就是 1 个百分点都强过下降
了吧，这个浅显的道理还有人看不懂吗？
大家只需弄清楚一点，只要确保每一次投资都是正收益，那复利就能发挥其扩大盈利的作用，而非令亏损变
本加厉。至于如何选到满意的新基，之前已经谈过太多，在此不做赘述了。
第三种方式适用于整体行情不好的情况。如果股市一片低迷毫无亮点可言，很可能直接影响到我们选出好基，
贸然投资可能造成亏损的概率较大，那此时不妨变通一下，先找个固收类的产品过渡一段时间，等到行情明朗了
再做谋划。
具体而言，不固定投资期限的产品往往是最佳选择，比如货基，虽然收益率将将抵过通胀，但胜在随时可用，
不耽误下一步操作。如果有类似特性的其他高收益产品也希望大家不吝分享。
最后，教大家一个判断主动型基不再具有投资价值的方法
此法我在以往的回帖中曾提到过，不管长线定投还是短线都好，均可以此作为通用判断基该杀该留的标准。
具体可分三步：
一看基金经理是否换人。由于基金属于竞争异常激烈的一个行业，人员的更迭很快，基本上都是循着公募起
家做出名头就转投私募的发展轨迹，所以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基金经理换好的概率远低于换差的概率。所以本着
宁枉勿纵的原则，一旦换人则应提前考虑换基。
二看规模是否过大。一般的主动管理型基资金规模上限应以不超过 50 亿为宜，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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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隐性规模问题也要引起重视，那就是同一经理管理下的多只基如果重仓股具有高度趋同的特征，则规模则应参
考整体而非个体。这也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家容易忽视的问题。
三看业绩是否阶段性跑输同类均值。有时基金的收益缩水并非源于自身问题，而是受到整体行情走差的波及。
为避免错杀好基，我们需要对比一段周期内单只基与市场平均水平的业绩差异，具体指标可参看近几个季度的四
分卫排名以及近半年或者一年内累计收益率曲线的走势图，结果一目了然。（来源于天天基金网）

【东方书苑】
书名: 当呼吸化为空气
作者: [美] 保罗·卡拉尼什
出版社: 猫头鹰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

全世界只有万分之零点一二的人会在 36 岁前患上肺癌，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是其中之一。
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保罗曾获得过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并于英国
剑桥大学获得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硕士学位，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
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2013 年，即将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
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他的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
报》等媒体，获得了全球读者关注。本书文笔优美，诚挚感人，书里有着对人性、生死、医疗的深沉思索，让全
球无数读者为之动容。(来源：豆瓣阅读)

东方基金声明
本资料所有内容均来自公开信息，资讯引用 Wind 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承诺。本材料并非基金宣传推介资料，亦不构
成任何法律文件。有关数据仅供参考，本公司不对其中的任何错漏和疏忽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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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人购
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产品时，应认真阅读相关法律文件。本材料的版权归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我
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复制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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