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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震荡盘底 

 

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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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比较大，人民币

计价资产面临价值重估。目前国际经济环境趋势性向

好，我国开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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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经济基本

面尚可。 

后市大概率是震荡为主的筑底趋势。建议投资者逢

高做空，大盘突破 2915点空单止损，分合约 IF1808突

破 3594空单止损、IH1808突破了 2580空单止损、IC1808

突破 5332空单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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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7 月 23 日至 27 日），股指期货震荡筑底行情，主力合约周一至二中

阳上涨、周三至周五小阴下跌。本周医药板块回调、科技板块走强。大盘上涨

时 IC 合约强势，回调时 IH 合约较强。整体来看 IC 合约本周最为强势，IF 合约

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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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808 3520 -0.17% 1.18% 20261 25927 8 -395 1.2 13.40 

IH1808 2529.6 0.09% 1.28% 12428 13692 -511 -482 -4.5 0.20 

IC1808 5230 -0.44% 1.51% 11181 20882 -70 -215 19.3 23.20 

  数据来源：Wind 数据  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周涨 1.57%，但近三日连续缩量下跌；

深成指涨 0.48%，创业板指跌 0.93%。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

积极，加快今年 1.35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收此消息影响

基建、地产板块连续大涨，带动大盘震荡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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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4 1,324 44 1.57% 

深证成指 9,296 1,783 44 0.48% 

创业板 1,595 593 -15 -0.93% 

000016.SH 2,525 245 31 1.26% 

000300.SH 3,521 812 28 0.81% 

000905.SH 5,249 541 74 1.43% 

数据来源：Wind 数据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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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合约基差收敛，上证 50 合约略强于现货。另一方面也是跌幅较深，市场

预期反弹概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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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图 3（3）、中证 50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2018 年 7 月 23 日，中国期货业协会主办的期货公司高管人员培训班在北京

举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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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恢复股指期货常态化交易，满足境内外投资者股票市场风险管理需求；研

究推出金融期货期权；丰富国债期货品种，继续推动商业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交

易等工作；持续促进期货市场国际化，推动解决政策、制度障碍，逐步使更多

成熟品种国际化。 

    国务院常务会议：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加快今年 1.35 万亿元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引导金融机构将降

准资金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市场化债转股等；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

努力实现每年新增支持 15 万家（次）小微企业和 1400 亿元贷款目标；在交通、

油气、电信等领域推介一批以民间投资为主的项目；通过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

案，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独资或控股投资。 

    证监会：证监会公布退市新规，明确上市公司构成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

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

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终止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的决定的基本制度要求。新规即日起施行。 

二、基本面分析 

（一）宏观 

1-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3882.1 亿元，同比增长

17.2%，增速比 1-5 月份加快 0.7 个百分点。1-6 月份，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29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较 1-5 月份减少 2 个），11 个行业减少。1-6 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比 1-5

月份放缓 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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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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5、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二）资金 

 周五市场资金流入-269.79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48.29 亿元，创业板流

入-63.37 亿元。本周市场资金流入-697.40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90.23

亿元，创业板流入-234.0 亿元。资金流出放缓。 

 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为 116.54，较上日-1.18 点，较上周-1.79 点。 

 26 日融资余额为 8877.00 亿元，较前一日+20.90，较上周五-13.7 亿元。 

 今日沪股通流入+21.83 亿元，本周沪股通累计流入+62.35 亿元。深股通

流入+5.33 亿元，深股通本周累计流入+16.6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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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7 月 30 日-8 月 3 日）共有 40 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量

39.04 亿股，按 7 月 27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为 379.97 亿元，较本周解

禁市值 436.54 亿元下降 12.96%。 

图表 6、融资余额  图表 7、融资买入额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三）利率汇率 

 资金面利率处于低位。SHIBOR 隔夜报 2.2840%，较上日-3.7BP，较上周

五-6.20BP；SHIBOR1W 报 2.6450%，较上日-0.6BP，较上周五-2.10BP；

SHIBOR2W 报 2.8530%，较上日-2.5BP，较上周五-10.80BP。 

 汇率处于低位。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7942，较上日+280BP，较上周

五+271BP；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 6.8246，较上+421BP，较上周

+451BP。 

 

图表 8、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图表 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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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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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人民币汇

率贬值压力比较大，人民币计价资产面临价值重估。目前国际经济环境趋势性

向好，我国开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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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经济基本面尚可。下半年经济增长动能趋弱，名义经

济增速有一定下行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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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以震荡筑底为主。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股票市场近期走出震荡筑底行情。6 月 7 日之后，大盘向下破位，及至 7 月

6 日杀跌至 2691 点获得阶段性支撑，后市震荡筑底并考验 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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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 点附近，若跌破支撑，则不排斥继续杀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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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大概率是震荡为主的筑底趋势。建议投资者逢高做空，大盘突破 2915

点空单止损，分合约 IF1808 突破 3594 空单止损、IH1808 突破了 2580 空单止损、

IC1808 突破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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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