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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大幅反弹 

 

主要结论： 

股票市场近期走出触底反弹行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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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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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市大概率是盘底走势。底部震荡中做多机会难

得，建议投资者积极参与反弹。反弹过后还是以筑底为

主。对于 IF 合约来说，反弹至 3682 上补缺口的概率不

高，因此还是以 3200-3600 区间操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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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9 月 17 日至 21 日），股指期货触底反弹走势，各主力合约整体趋势

性上行、表现偏强势。其中，IH 合约走势最强，大盘蓝筹拉动股市上涨，受科

技股板块的拖累 IC 合约走势最弱，上涨幅度只有 IH 合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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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810 3428.2 3.63% 5.77% 30210 34488 8092 -958 -17.7 

IH1810 2595 4.23% 6.85% 17763 17602 12697 2096 -21.4 

IC1810 4827.8 2.59% 3.37% 15878 24752 4874 315 -22.6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大涨逾 4%创两年半最大周涨幅，深成指、创业板指均涨逾

3%。金融、地产、航空领涨，上证 50 指数中的指标股中国平安、保利地产、南

方航空周涨幅较大，对指数的拉动作用很强。权重股成为搭台主力，民航板块

领涨两市。除了指标股之外的其他股票只有零星资金关注，难以形成反弹行情。

整体来看市场还是结构性行情而不是整体上升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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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 1,490 116 4.32% 

深证成指 8,409 1,725 295 3.64% 

创业板 1,411 464 45 3.26% 

000016.SH 2,574 468 148 6.11% 

000300.SH 3,410 1,236 168 5.19% 

000905.SH 4,805 525 135 2.89%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股指期货·周报

 

 2 /8 

 

   各主力合约全线由期货贴水转为期货升水。其中上证 50 合约期货升水幅度

较大，中证 500 合约升水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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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旨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

合理解决。白皮书全文约 3.6 万字，除前言外，共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中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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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合作互利共赢、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

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美国政府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中国的

立场。 

上海证券报：继全球第一大指数编制公司 MSCI 把部分 A 股纳入其新兴指数

后，全球第二大指数公司富时罗素，将在北京时间 9 月 27 日凌晨正式宣布是否

将中国 A 股纳入其指数体系。纳入概率极大，将为 A 股市场带来更多增量海外

资金。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 2018 年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国际研讨会上致辞称，在中

国内地与香港的共同努力下，沪深港通北向看穿机制即将实施，通过为北向投

资者配发识别码，实现了看穿式监管与间接持有体系的对接。我们制定并正在

实施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充分运用技术手段监测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和

投资者画像，识别跨境、跨交易所、跨账户异常交易，精准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强调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

别、监管、处置作出制度性安排，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要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确保疫苗生产和供应安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关于完善系统重

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全国股转公司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

引—环境治理公司》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环境治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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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一）宏观 

8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78.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2%，增速分别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低 0.3 个和 0.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53.83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1.2个和 10.1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

余额 6.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当月净投放现金 245 亿元。 

8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37.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月末人民币贷款

余额 13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增速与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持平。当月人

民币贷款增加 1.28 万亿元，同比多增 1834 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7012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2598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4415 亿元；非金融

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6127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1748 亿元，中长期贷

款增加 3425 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4099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 439 亿

元。月末，外币贷款余额 83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0.4%。当月外币贷款减少 62

亿美元。 

图 4：M1M2  图 5：社融 

 

 

 



                    
股指期货·周报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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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3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269.56 亿元，创业板

流入+12.40 亿元。本周市场资金流入+448.5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

+455.59 亿元，创业板流入-16.15 亿元。本周资金净流入。 

 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为 119.83，较上日+0.95 点，较上周-0.09 点。 

 21 日融资余额为 8,263.54 亿元，较前一日-42.36 亿元，较上周五-114.36 亿

元。融资盘加速离场。 

 今日沪股通流入 0 元，本周沪股通累计流入+61.28 亿元。深股通流入 0

亿元，深股通本周累计流入+40.71 亿元。 

 本周共有 41 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量 39.16 亿股，按 9 月 21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为 334 亿元，较上周解禁市值 92.13 亿元上升

2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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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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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率汇率 

 资金面利率整体稳定。SHIBOR 隔夜报 2.5140%，较上日-0.5BP，较上周

五+2.5BP；SHIBOR1W 报 2.6540%，较上日-0.50BP，较上周五+0.9BP；

SHIBOR2W 报 2.7460%，较上日+1.30BP，较上周五+3.2BP。 

 汇率小幅升值。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8357，较上日-173BP，较上周五

-131BP；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 6.8390，较上-138BP，较上周五

-32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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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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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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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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市大概率是盘底走势。底部震荡中做多机会难得，建议投资者积极参与

反弹。反弹过后还是以筑底为主。对于 IF 合约来说，反弹至 3682 上补缺口的概

率不高，因此还是以 3200-3600 区间操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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