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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下跌探底 

 

主要结论： 

股票市场近期走出震荡筑底行情。目前人民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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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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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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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以震荡探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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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 点附近，若跌破支撑，则继

续杀跌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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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至 10 日），股指期货震荡超跌后的弱反弹行情，各主力合约

整体震荡反弹但表现弱势，全周 5 个交易日涨跌交错呈宽幅震荡特征。大盘震

荡期间由于有资金护盘，IH 合约涨幅最大。整体来看 IH 合约本周最为强势，IC

合约最弱并于 7 日创下本轮下跌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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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7 0.01% 2.75% 21525 23754 -2176 -2557 8.0 18.60 

IH1808 2500.4 -0.29% 3.22% 12994 12019 -1131 -1336 2.8 -0.40 

IC1808 5012.8 0.30% 2.30% 11164 17726 -1309 -2597 17.7 37.2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2%，周线深跌探底反弹；深成指涨 2.46%，创业板指

涨 2.03%。目前深成指、创业板均处于 2014 年末以来的低位。盘面上以超跌反

弹为主，金融地产板块关键时刻护盘，石油、天然气板块引领反弹，苹果产业

链、计算机板块轮动，但没有形成持续性上涨的主线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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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 1,231 55 2.00% 

深证成指 8,813 1,651 211 2.46% 

创业板 1,512 515 30 2.03% 

000016.SH 2,503 242 90 3.72% 

000300.SH 3,405 856 90 2.71% 

000905.SH 5,031 530 101 2.04%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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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合约基差收窄，一方面大盘反弹情绪好转，另一方面临近换月。其中上证

50 合约期货贴水较小，中证 500 合约贴水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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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发布的 2018 年上半年行政处罚情况显示，2018 年上半年稽查系统

共启动各类调查 307 件，新增立案 108 件。另外，上半年证监会全系统共罚没款

金额 63.94 亿元。从具体案件来看，处罚案件以信息披露违法和内幕交易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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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表示，下半年将继续保持执法定力，保持行政处罚依法全面从严的压倒

性态势。 

上交所：调整收盘价产生方式，自 8 月 20 日起，采用竞价交易方式的，除另

有规定外，每个交易日的 9:15 至 9:25 为开盘集合竞价时间，14:57 至 15:00 为收

盘集合竞价时间；开盘集合竞价阶段、收盘集合竞价阶段均不接受撤单申报。 

目前房地产税法草案已经初步形成，目前正在细化和完善中，按照年内立法

计划，房地产税法为预备审议项目，并未列入年内立法工作中。根据计划要求，

此类项目由有关方面抓紧调研和起草工作，视情况在 2018 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

审议。 

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再创历史新低，特朗普授权将对土耳其征收的钢铝关税翻

倍，铝关税调整为 20%，钢铁关税调整为 50%。土耳其里拉暴跌，导致欧元急

挫，并推动美元指数大涨。耳其里拉兑美元一度暴跌逾 20%至 6.87，纽约尾盘跌

15.38%，报 6.4032。欧元兑美元跌 1.03%，报 1.1410，盘中一度跌破 1.14 关口。

土耳其货币危机令市场情绪低迷。 

二、基本面分析 

（一）宏观 

进出口增速好于预期。2018 年 7 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2.6 万亿元，增长 12.5%，

增速较上月上升 8.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39 万亿元，增长 6%，增速较上月

上升 2.9 个百分点；进口 1.21 万亿元，增长 20.9%，增速较上月上涨 14.9 个百分

点；贸易顺差 1769.6 亿元，收窄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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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进出口同比  图表 5：月度进出口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2018 年 1-7 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16.72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8.6%，

增速较 1-6 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8.89 万亿元，增长 5%，增速较 1-6

月升 0.1 个百分点；进口 7.83 万亿元，增长 12.9%，增速较 1-6 月升 1.4 个百分点；

贸易顺差 1.06 万亿元，收窄 30.6%。 

（二）资金 

 周五市场资金流入-72.2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19.64 亿元，创业板流入

-6.41 亿元。本周市场资金流入-35.14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97.20 亿元，

创业板流入-7.49 亿元。资金流出放缓。 

 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为 116.64，较上日-0.03 点，较上周-0.05 点。 

 9 日融资余额为 8694 亿元，较前一日+6.4 亿元，较上周五-69.90 亿元。 

 今日沪股通流入-1.47 亿元，本周沪股通累计流入+79.37 亿元。深股通流

入+3.41 亿元，深股通本周累计流入+58.71 亿元。 

 本周（8 月 13 日-8 月 17 日）共有 31 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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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40.66 亿股，按 8 月 10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为 294.05 亿元，较上

周解禁市值 102.89 亿元上升 1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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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面利率处于低位。SHIBOR 隔夜报 1.8260%，较上日+20.40BP，较上

周五-2.30BP；SHIBOR1W 报 2.4260%，较上日-2.40BP，较上周五-9.90BP；

SHIBOR2W 报 2.4660%，较上日+0.80BP，较上周五-21BP。 

 汇率处于低位。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8395，较上日+78BP，较上周五

+73BP；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 6.8574，较上+291BP，较上周-46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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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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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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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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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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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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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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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 点附近，

若跌破支撑，则继续杀跌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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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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