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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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1 点空单止损，分合约 IF1809

突破 3416 空单止损、IH1809 突破了 2534 空单止损、

IC1809 突破 5080 空单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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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9 月 10 日至 14 日），股指期货偏空震荡走势，各主力合约整体震荡

下行、表现偏弱势。其中，IC 合约走势最弱，上证 50 每逢指数临近关键则有资

金护盘，反弹时较为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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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6 0.41% -0.75% 25231 35446 -2705 -7085 1.5 12.00 

IH1809 2427.4 0.63% -0.43% 13591 15506 -1482 -2593 -2.0 -1.40 

IC1809 4654.4 -1.13% -2.10% 13491 24437 -1923 -6618 15.7 34.4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跌近 1%，深证成指跌逾 2%，创业板指跌逾 4%，三大股指

周线均是三连阴。上证指数跌破 2700 点，大盘表现相当弱势。创业板指收跌 1.8%

续创逾四年新低。盘面上，以银行、石化等大盘蓝筹屡次在关键时刻护盘拉升。

前期反弹一波的科技股大幅度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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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2 1,050 -21 -0.76% 

深证成指 8,114 1,458 -208 -2.51% 

创业板 1,367 477 -59 -4.12% 

000016.SH 2,425 227 -12 -0.50% 

000300.SH 3,242 765 -36 -1.08% 

000905.SH 4,670 449 -122 -2.54%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各主力合约升贴水幅度全线收窄。其中上证 50 合约期货大体平水，中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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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贴水较大，期货市场认为指数短线超跌，有反弹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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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情人士透露，证监会正在同时推动发审委与重组委的换届工作，发审委

的兼职委员很大可能要取消，加大中介机构高管任职专业委员的比例。市场传

言，9 月 15 日开始暂停初审会一个月，等待发审委换届后再重开，但多位业内

人士称暂无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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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网：对于“中国平安整体不做股票主动管理、要抛售股票”的传言，

从中国平安处求证获悉，这样的传言完全是子虚乌有。中国平安相关负责人表

示，平安资产管理公司对内部组织和管理进行升级、改革、调整都是常态的工

作。平安资管回应解散权益部门的传闻：传闻系子虚乌有；正响应集团“科技

转型”战略，加快利用人工智能对投资业务赋能，致力打造“科技型资管公司”。 

据证券日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的决定》《关

于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决定》于 9 月 15 日正式施行。专家表示，

今天是进一步放开外国人开立 A 股账户的第一个交易日，这将为 A 股市场引入

增量资金，丰富资本市场投资主体。 

据每日经济新闻，截至 9 月 16 日，今年以来新成立的量化基金数量达到 66

只，超过了去年全年成立数。在剔除股票多空型的另类投资基金后，今年以来

以“量化”为标签的基金平均跌幅超过 10%，收正的基金寥寥无几。若从超越

业绩比较基准来看，其中过半的基金跑赢了业绩比较基准。 

央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 人的二十年》一书中

撰文表示，要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改革，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 

二、基本面分析 

（一）宏观 

中国 1-8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增速较 1-7 月回落 0.1 个百

分点；1-8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2294 亿元，同比增长 9.3%。统计局：8 月国

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略有回升，企业利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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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中国 1-8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3%，创历史新低，前值 5.5%。统计局：

8 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未来几个月基础设施投资逐步

放缓的趋势会得到初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有望趋稳。 

中国 1-8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0.1%，前值 10.2%；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增 4.0%，前值 4.2%；商品房销售额 89396 亿元，增长 14.5%，增速比 1-7 月

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1-8 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06682 亿元，同比增 6.9%，

增速比 1-7 月份提高 0.5 个百分点。 

图 4：工业增加值  图 5：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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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98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3.41 亿元，创业板流

入-64.80 亿元。本周市场资金流入-714.22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115.21

亿元，创业板流入-137.50 亿元。资金流出略放缓。 

 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为 119.92，较上日-0.51 点，较上周+1.3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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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融资余额为 8,377.90 亿元，较前一日-42.20 亿元，较上周五-82.3 亿元。

融资盘加速离场。 

 今日沪股通流入+16.31 亿元，本周沪股通累计流入+24.22 亿元。深股通

流入+12.95 亿元，深股通本周累计流入+20.83 亿元。 

 本周共有 33 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量 51.82 亿股，按 9 月 14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为 491.27 亿元，环比上升 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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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面利率整体下降。SHIBOR 隔夜报 2.4890%，较上日-4.1BP，较上周

五-10.20BP；SHIBOR1W 报 2.6450%，较上日-1.80BP，较上周五-2.8BP；

SHIBOR2W 报 2.7140%，较上日-1.80BP，较上周五+0.90BP。 

 汇率窄幅波动。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8362，较上日-126BP，较上周五

+150BP；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 6.8521，较上+34BP，较上周五

+142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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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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经济增长动能趋弱，名义经济增速

有一定下行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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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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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目前底部形态的构造过程并没有完成，因此后市继续震荡筑底完成底部形

态的概率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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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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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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1 点空单止损，分合约 IF1809 突破 3416 空单止损、IH1809 突破了 2534 空单

止损、IC1809 突破 5080 空单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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