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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破位下行 

 

主要结论： 

目前底部形态的构造过程并没有完成，技术支撑更

是超出了合理时间范围。就目前的外部压力状况以及国

内宏观走势来看，目前股指期货的底部其实是不太明确

的，从业绩来说 2018 年市场预期也是不及 2017 年。大

盘向下破位及至 10 月 12 日杀跌至 2536 点获得短线支

撑，后市震荡筑底并考验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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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点附

近，短线支撑在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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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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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10 月 8 日至 12 日），股指期货破位下跌，各主力合约全线大跌，在

下跌过程中几无抵抗力量，在反弹的过程中上证 50 股指期货涨幅最大，其中大

盘蓝筹护盘领涨。受中小盘股的拖累 IC 合约走势最弱。 

图表 1：期货行情走势 

主力合

约 
收盘价 

日涨跌

幅 

周涨跌

幅 

成交量

（手） 
持仓量  日增仓 周增仓 

主力基

差 

近远月

价差 

IF1810 3169 1.68% -7.86% 32050 31143 -1550 -1758 1.7 2.00 

IH1810 2446.6 2.53% -6.07% 19839 16548 -1262 -2220 -2.5 -7.40 

IC1810 4267.2 -0.38% -11.16% 18588 22694 -917 -1606 10.8 39.6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受两日大幅调整影响跌超 7%，创今年次高周跌幅；深成指、

创业板指均周跌逾 10%，创近两年半最大周跌幅。周四更是出现了千股跌停的

极端行情。本周科技股全线杀跌，计算机、通信、电子板块多股跌停；油服板

块深度回调，此外军工、有色、传媒等多个板块均明显下跌。除了指标股之外

的其他股票只有零星资金关注，短期内难以形成强力反弹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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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7 1,428 -214 -7.60% 

深证成指 7,558 1,661 -843 -10.03% 

创业板 1,268 472 -143 -10.13% 

000016.SH 2,444 375 -163 -6.24% 

000300.SH 3,171 1,044 -268 -7.80% 

000905.SH 4,278 567 -523 -10.89%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各主力合约全线由期货升水转为期货贴水。其中上证 50 合约期货升贴水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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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小，中证 500 合约贴水幅度较大，期货市场对后市预期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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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行长易纲：中国经济继续平稳运行，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预计可以实

现，物价基本平稳，宏观杠杆率已经稳定；消费增长强劲，内需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中国将继续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

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近期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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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希望各方共同寻求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

与解答（2018 年修订），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中指出，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比例不应超过交易作价的 25%；或者不超过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的 50%。证监会表示，优化重组上市监管安排，放宽配套融资使用，

将继续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支持上市公司依托并购重组做优做大做强。 

上交所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等相关业务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明确中国存托凭

证上市条件：包括公开发行条件、总市值（200 亿元）、伦交所上市年限（上市 3

年且主板高级上市满 1 年）、初始规模（5000 万份及 5 亿元市值以上）等。同时，

仅允许机构投资者和具有 300 万元以上证券资产 的个人投资者参与中国存托凭

证交易。 

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

及实施情况公告格式》和《上市公司回购股份预案及实施情况公告格式》。下一

步，深交所将继续加大对股份增持、回购行为的监管力度，落实信息披露要求，

引导相关主体依法合规增持、回购股份，切实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促进资本市

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刘士余表示，证监会历来高度重视

来自市场一线的声音。从制度和工具等多方面加强创新，有效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证监会将始终肩负起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使命，努力

营造公开公平公正、清澈透明的资本市场生态。他还表示，春天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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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深圳市政府已安排数百亿专项资金，帮助深圳 A 股上市公司

降低股票质押风险，首批逾 20 家获“救助”企业已敲定。但中国证券报从多家

深圳上市公司了解到，深圳的确在研究出资扶持上市公司的政策，并且已进入

实质操作阶段，但最终名单或尚未完全敲定。一位接近深圳市国资委的知情人

士表示，“首批逾 20 家企业已敲定”并不属实。 

二、基本面分析 

（一）宏观 

2018 年 9 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2.88 万亿元，增长 17.2%，增速较上月上升

4.5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55 万亿元，增长 17%，增速较上月上升 9.1 个百分

点；进口 1.34 万亿元，增长 17.4%，增速较上月回落 1.4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 2132.3

亿元，前值 1797.5 亿元。 

2018 年 1-9 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22.28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9.9%，

增速较 1-8 月上升 0.8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1.86 万亿元，增长 6.5%，增速较

1-8 月上升 1.1 个百分点；进口 10.42 万亿元，增长 14.1%，增速较 1-8 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 1.44 万亿元，收窄 28.3%。 

进出口增速好于预期。总体来看，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态势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虽然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

确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外贸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和冲

击，但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总体可控。 

图 4：进出口同比  图 5：进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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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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1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45.97 亿元，创业板流

入-7.82 亿元。本周市场资金流入-721.96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272.28

亿元，创业板流入-94 亿元。本周资金加速净流出。 

 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为 122.67，较上日+0.26 点，较上周-3.78 点。 

 12 日融资余额为 7930.7 亿元，较前一日-125.8 亿元，较上周五-220.9 亿元。

融资盘加速离场。 

 今日沪股通流入 6.96 元，本周沪股通累计流入-121.56 亿元。深股通流入

6.8 亿元，深股通本周累计流入-40.01 亿元。 

 本周共有 36 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量 30.20 亿股，按 10 月 12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为 198.63 亿元。证监会核发新疆交建（深交所

中小板）、宇信科技（创业板）2 家企业 IPO 批文，融资总额不超过 9 亿

元。 

图表 6：融资余额  图表 7：融资买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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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利率汇率 

 资金面利率整体稳定。SHIBOR 隔夜报 2.4390%，较上日+7.9BP，较上周

五-2.14BP；SHIBOR1W 报 2.6150%，较上日+0.40BP，较上周五-1.51BP；

SHIBOR2W 报 2.6440%，较上日-0.60BP，较上周五-9.29BP。 

 汇率小幅波动。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9120，较上日+22BP，较上周五

+420BP；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 6.9212，较上-34BP，较上周五

+424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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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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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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撑更是超出了合理时间范围。

大盘向下破位及至 10 月 12 日杀跌至 2536 点获得阶段性支撑，后市震荡筑底并

考验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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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点附近，短线支撑在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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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的外部压力状况以及国内宏观走势来看，目前股指期货的底部其实

是不太明确的，从业绩来说 2018 年市场预期也是不及 2017 年。后市反弹过后大

概率还是以筑底为主。对于 IF 合约来说，反弹至 3448 的概率不高，因此还是以

3200-2900 区间操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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