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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触底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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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杀跌至 2449 点获得短线支

撑，后市震荡筑底并考验 2449 点支撑力度的概率较高。

对于沪深 300 股指期货来说，短线支撑在 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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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再次下跌不破 3025 则中期底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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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上周（10 月 15 日至 19 日），股指期货触底反弹走势，周一至周四单边下跌，

只有上证 50 股指期货表现略微强势没有跌穿前期平台，其他两个股指主力合约

均跌破前期平台。周五三大股指期货大幅低开后强劲反弹，其中上证 50 股指期

货涨幅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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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811 3128.6 2.20% -1.36% 33926 30696 18908 -447 6.3 -3.20 

IH1811 2439.2 2.47% -0.27% 20132 16347 8951 -201 7.1 -3.80 

IC1811 4080.4 0.81% -4.36% 17297 20087 14418 -2607 47.6 22.6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受前几日连续调整影响，上证综指、深成指均跌超 2%，创业板指跌

逾 1%。周五两市再度大幅低开，但随后宁德时代等创业板蓝筹率领多头率先上

攻，科技股也开始躁动，地产、券商等权重也受情绪感染相继回暖；午后两市

在副总理提振股市信心后全线爆发，保险、白酒等权重快速拉高，创业板指一

度大涨近 4%，两市迎来久违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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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 1,301 -56 -2.17% 

深证成指 7,388 1,569 -171 -2.26% 

创业板 1,250 533 -19 -1.46% 

000016.SH 2,446 422 2 0.09% 

000300.SH 3,135 1,110 -36 -1.13% 

000905.SH 4,128 499 -150 -3.51%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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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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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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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鹤：股市的调整和出清，正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出好的投资机会；

政府高度重视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现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时刻，

各方面落实的力度要大一点，责任心要强一点，敢于担当，快速行动，切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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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具体政策，推动股市健康发展。 

易纲：当前股市估值已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与我国稳中向好的经济基本面

形成反差；央行将继续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

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 

郭树清：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地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

在质押品触及止损线时，质权人应当综合评估出质人实际风险和未来发展前景

等因素，采取恰当方式稳妥处理。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加大

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

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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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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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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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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65089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6.7%；上半年增速为 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 6.7%，

三季度增长 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42173 亿元，同比增长 3.4%；第

二产业增加值 262953 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345773 亿元，增长 7.7%。 

图 4：GDP  图 5：GDP 分产业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2018 年 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8%（以下增加值增速

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 8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50%。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6.4%，增速较 1-8 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83442 亿元，同比增长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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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比 1-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

资 301664 亿元，同比增长 8.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加快 2.7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1.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5.2%，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8.7%，比上半年加快 1.9 个百分点，增速连续 6 个月加快；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5.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3%。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 88665 亿元，同比增长 9.9%。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19313 万平方米，

增长 2.9%。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104132 亿元，增长 13.3%。 

（二）资金 

 周五市场资金流入-24.19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 21.51 亿元，创业板流

入 0.25 亿元。本周市场资金流入-1138.67 亿元，其中沪深 300 流入-245.88

亿元，创业板流入-167.33 亿元。本周资金加速净流出。 

 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为 122.94，较上日+2.46 点，较上周+0.53 点。 

 19 日融资余额为 7648.60 亿元，较前一日-51.1 亿元，较上周五-282.2 亿元。

融资盘加速离场。 

 今日沪股通流入 36.07 元，本周沪股通累计流入-0.7 亿元。深股通流入 9.27

亿元，深股通本周累计流入+15.38 亿元。 

 本周（10 月 22 日-10 月 26 日）共有 40 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

禁量 49.01 亿股，按 10 月 19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为 360.41 亿元，较

上周解禁市值 68.91 亿元上升 423.02%。证监会核发新农股份 IPO 批文，

拟筹资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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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50%，较上日+1.8BP，较上周

五+0.6BP；SHIBOR1W 报 2.6220%，较上日+1.10BP，较上周五+0.7BP；

SHIBOR2W 报 2.6480%，较上日+1.10BP，较上周五-0.4BP。 

 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9387，较上日+112BP，

较上周五+267BP；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 6.9321，较上-88BP，较

上周五+87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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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5%基

本符合市场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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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要经济数据逐渐回落，欧美主要股市高位

回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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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国庆节前反弹走势，国庆节后向下杀跌。及至 10 月 19 日下杀至 2449 点

的阶段低点后反弹。由于累积跌幅比较大，指数点位比较低，目前具备向上反

弹的空间，不过终归基本面还不具备大幅反弹的市场基础，并且上证 50 技术上

仍有补跌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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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杀跌至 2449 点获得阶段性支撑，后市震荡筑底并

考验 2449 点支撑力度的概率较高。对于沪深 300 指数来说，短线支撑在 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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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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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2900 区间操作为主，短线支撑在 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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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次下跌不破

3025 则中期底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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