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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震荡筑底 

 

主要结论： 

股票市场近期走出震荡筑底行情。近期蓝筹股护盘

减缓了跌势，也干扰了底部形态的构造，未来行情走势

更加难以判断。我们判断主力大概率期望以时间换空

间，延长筑底过程减少触底跌幅。对于沪深 300 指数来

说，上方短线反弹压力在 3600 点附近，短线支撑在 3200

点附近，反弹过后，继续回调测试底部支撑力度的可能

性较大。 

后市大概率是震荡探底为主的偏空趋势。建议投资

者逢高做空，大盘突破 2915 点空单止损，分合约 IF1809

突破 3574 空单止损、IH1809 突破了 2578 空单止损、

IC1809 突破 5310 空单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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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8 月 20 日至 24 日），股指期货超跌反弹走势，各主力合约整体震荡

上行、表现偏弱势。其中，明显有资金入场护盘 IH 合约走势最强，IC 合约低位

附近反复震荡反弹幅度不大。 

图表 1：期货行情走势 

主力合

约 
收盘价 

较前日收

盘价（%） 

较上周五

收盘（%） 

成交量

（手） 
持仓量  日增仓 周增仓 

主力基

差 

近远月

价差 

IF1809 3309.8 -0.13% 3.08% 29788 45075 -1655 745 15.5 10.80 

IH1809 2474.6 0.47% 4.12% 17970 19391 -101 1332 -2.6 2.40 

IC1809 4809.4 -0.42% 1.29% 13512 32879 -1576 -1214 42.9 34.6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两市地量调整，5 个交易日成交额均在 3000 亿元以下，上证综指周

涨 2.27%；深成指及创业板指均涨逾 1%。盘面上，以银行、石化等大盘蓝筹屡

次在关键时刻护盘拉升。科技板块结构性反弹，但没有形成持续性上涨的主线

行情。蓝筹股护盘减缓了跌势，也干扰了底部形态的构造。 

图表 2：现货行情走势 

主要指数 收盘价 成交额(亿元) 周涨跌点 周涨跌幅 

上证综指 2,729 1,027 60 2.27% 

深证成指 8,485 1,365 128 1.53% 

创业板 1,450 420 16 1.10% 

000016.SH 2,472 250 98 4.12% 

000300.SH 3,325 772 96 2.96% 

000905.SH 4,852 417 49 1.03%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各主力合约贴水幅度稳定。其中上证 50 合约期货贴水较小，中证 500 合约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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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较大，市场对期货短线走势预期悲观。 

图 3（1）：沪深 300 主力合约基差  图 3（2）：上证 5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 3（3）：中证 50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据经济参考报，截至 7 月底，上市公司共实施并购重组 2377 单，同比增长

87%，交易金额 1.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未来将继续深化发行制度改革，积

极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完善发行审核和并购重组监察机制。还要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加快推动证券行业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政策的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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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发布会：正式发布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办法主要内容有：明

确适用对象；细化境外股东条件；规范间接持股，实际控制 5%以上的应当转为

直接持股；明确高级管理人履职规定等。 

证监会：沪深港通北向看穿机制将于 9 月 17 日正式实施；实施后，北向交易

投资者将提供身份编码相关信息，这将有助于交易所一线监管和中国证监会监

管执法，维护市场秩序。 

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加快健全完善证券投资者损害赔偿救济制度。可以考

虑重点围绕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监管支持方面，包括支持诉讼制度、和解金

赔偿制度、先行赔付制度、责令回购制度、责令公开承诺强制履行制度等；二

是司法救济方面，包括诉讼机制环节的示范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责任配

置环节的举证责任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等；三是社会机制方面，包括专业仲

裁制度、小额纠纷调解制度、诉调对接制度等。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8 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行陆续主动调整

了“逆周期系数”，以适度对冲贬值方向的顺周期情绪；截至发稿时，绝大多数

中间价报价行已经对“逆周期系数”进行了调整，预计未来“逆周期因子”会

对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二、基本面分析 

（一）宏观 

1-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038.1 亿元，同比增长

17.1%，速比 1-6 月份放缓 0.1 个百分点。1-7 月份，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2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较 1-6 月份增加 3 个），9 个行业减少。1-7 月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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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速比 1-6 月份放缓 0.1 个百分点，增速与 1-6

月份持平。 

1-7 月份，新增利润较多的行业主要是：石油新增利润 1145.1 亿元，占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利润比重为 20.1%；钢铁 1139.5 亿元，占 20%；建材 797.5

亿元，占 14%；化工 721.1 亿元，占 12.6%。这些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 66.6%。 

公司盈利预期下滑，目前公司盈利水平还处于较高的位置上，后期的宏观

经济状况不能支持传统产业高利润，应逐步回归历史平均水平。业绩支撑是 2017

年股市运行的重要利好因素，尤其是周期股的业绩大幅提升带动了周期板块的

持续上行。及至 2018 年公司利润增长空间不及 2016-17 年，且增速计算上还要

面临 2017 年的高基数，市场预期 2018 年盈利增速继续高速增长有一定压力。 

图表 4：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值  图表 5：主营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资金 

 周五市场资金流入-106.37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15.86 亿元，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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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31.68 亿元。本周市场资金流入-121.59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

+123.36 亿元，创业板流入-47.94 亿元。少量资金进场抄底，资金流出大

幅放缓。 

 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为 117.47，较上日+1.06 点，较上周+0.42 点。 

 23 日融资余额为 8575.80 亿元，较前一日+1.8 亿元，较上周五-63.20 亿元。 

 今日沪股通流入-2.35 亿元，本周沪股通累计流入+84.45 亿元。深股通流

入+2.08 亿元，深股通本周累计流入+40.87 亿元。 

 本周（8 月 27 日-8 月 31 日）共有 35 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

量 26.88 亿股，按 8 月 24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为 245.64 亿元，较上

周解禁市值 258.95 亿元下降 5.14%。 

图表 6：融资余额  图表 7：融资买入额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利率汇率 

 资金面利率处于均衡位置。SHIBOR 隔夜报 2.3920%，较上日-6.2BP，较

上周五-18.80BP；SHIBOR1W 报 2.6120%，较上日-3.70BP，较上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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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BP；SHIBOR2W 报 2.7480%，较上日-0.70BP，较上周五+14.30BP。 

 汇率反弹。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8710，较上日+343BP，较上周五

-184BP；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 6.8789，较上+99BP，较上周五

-26BP。 

图表 8：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图表 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开年以来中国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势头，2018 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6.8%基

本符合市场预期，经济基本面尚可，外围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较好，欧美主要

股市处于历史高位。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目前没有缓和的迹象，外部压力

较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比较大，包括权益类资产在内的人民币计价资产面

临价值重估。工业企业盈利处于较高位置对权益类资产价格有一定支撑。下半

年经济增长动能趋弱，名义经济增速有一定下行压力，现阶段经济下滑的压力

尚在市场预期之内，属于正常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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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春节后呈震荡下行走势，资金单向流出、累计跌幅较大，目前具备向

上反弹的空间，不过终归还不具备大幅反弹的市场基础，因此后市以震荡筑底

为主。提请大家注意的是 A 股筑底过程中波动率较高，风险较大，底部区间形

态较复杂。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股票市场近期走出震荡筑底行情。大盘向下破位及至 8 月 20 日杀跌至 2653

点获得阶段性支撑，后市震荡筑底并考验 2653 点支撑力度的概率较高。对于沪

深 300 指数来说，上方短线反弹压力在 3600 点附近，短线支撑在 3200 点附近，

反弹过后，继续回调测试底部支撑力度的可能性较大。 

近期蓝筹股护盘减缓了跌势，也干扰了底部形态的构造，未来行情走势更

加难以判断。我们判断主力大概率期望以时间换空间，延长筑底过程减少触底

跌幅。 

后市大概率是震荡探底为主的偏空趋势。建议投资者逢高做空，大盘突破

2915 点空单止损，分合约 IF1809 突破 3574 空单止损、IH1809 突破了 2578 空单

止损、IC1809 突破 5310 空单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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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网址：www.guoyuan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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