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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快速修复，下半年有望回归常
态。宏观政策方面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性提高，货币
政策灵活适度、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海外疫情依旧严重，欧美股市高位整理。国内疫情
防控常态化，经济数据快速好转，市场信心逐步恢复。

相关报告

期指在高位震荡整理过程中，突遭消息面利空，大幅回
调。基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判断期指下行空间有限，行情
以震荡为主。建议暂时观望等待市场方向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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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本周（7 月 20 日至 24 日）
，股指期货先扬后抑走势，周一至四小幅震荡上
行，周五受消息面刺激大幅杀跌，其中 IC 合约跌幅最大。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
显示国内经济加速恢复，提振市场情绪。但中美之间出现外交摩擦，市场心态
趋于谨慎，后市震荡行情为主，等待形势明朗。
图表 1：期货行情走势
主力合
约

收盘价

日涨跌
幅

周涨跌幅

周增仓

主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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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指数跌 0.54%、深证成指跌 1.37%、创业板指跌 1.3%、科创 50 跌
3.75%，均连跌两周。本周各主要板块普跌为主，黄金、军工板块逆市大涨。本
周主要是消息面上对市场形成一定压力，部分资金流出。中美问题短期内解决
的可能性不高，应以中长期心态看待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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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7

5,843

-17

-0.54%

深证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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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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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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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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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
上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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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基差变化较大，市场情绪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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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沪深 30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4：上证 5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5：中证 50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1、7 月 LPR 报价出炉：1 年期品种报 3.85%，上次为 3.85%，5 年期以上品
种报 4.65%，上次为 4.6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数据显示，
LPR 报价已经连续三个月按兵不动。
2、国家领导人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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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继续减税降费、减租
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3、今年三项社会保险总减费将达到 1.9 万亿元，力度和规模空前；截至 6
月底，全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4.77 万亿元，预计到年底还能保持 3.8
万亿元以上的结余，减免社保费不会影响确保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减免养
老保险费不会影响今年的养老金调整。
4、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补短板扩内需提升群众生活
品质；确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措施，促进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会议要求，
引导促进多元化投入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公益性项目财政资金保障机制，
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对有一定收益、确需建设的公共设施项目予以倾斜。
5、财政部：6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年内首次实现月度同比增
长，分别增长 7.1%、6%；上半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 4.9%，利润总额
同比降 38.8%；6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64.6%，提高 0.3 个百分点。
6、证监会等 17 部门：稳步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支持更多
优质中小企业登陆资本市场；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对接资本市场；稳步
推进新三板改革，健全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完善中小企业上市培育机制，
鼓励地方加大对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企业支持。
7、7 月 27 日，精选层正式设立并开市交易。业内人士认为，精选层的设立
和运行，是新三板市场改革的重大突破，丰富了新三板市场的层次，激活了流
动性，为中小企业搭建了晋升平台，同时能够推动整个资本市场实现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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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现阶段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比较注重保持 M2 和 社会融资规模增
速与名义 GDP 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些在最新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均有论述。一季度受到疫情影响名义
GDP 增速掉到-5.3%，二季度国内经济快速修复名义 GDP 增速上行到 3.1%，在
一季度特殊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非常宽松来帮助经济应对阶段性危机，4 月份
之后随着经济最危险的时候过去、名义 GDP 增速逐渐进入上行通道，货币政策
相机调整，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保持适度宽松，有助于经济恢复正常运行。
6 月份金融数据继续保持较高增速。2020 年 6 月 M2 余额 213.49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27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人民币贷款
余额 16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整体来看，6 月份各项金融数据保持了高
增长的势头，大体与 5 月持平。下半年的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协调稳增长、保就
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的多个政策目标，在整体宽松的大方向下可能会
因为某个目标的重要性提高而出现阶段性微调，金融数据继续高增长的空间其
实有限。
货币供应方面，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货币当局保障货币供应稳定充裕，
助力经济尽快恢复到原有水平。6 月末 M2 余额 213.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
增速较上月持平较上年升 2.6 个百分点；M1 余额 60.43 万亿，同比增长 6.5%，
较上月降 0.3 个百分点，较上年升 2.1 个百分点；M0 余额 7.95 万亿，同比增长
9.5%，较上月持平，较上年升 5.2 个百分点，净投放现金-200 亿元，与上年同期
水平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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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的政策基调，并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实施了年内的初次降准，3、4 月份央行继续通过调整公开市场利率、政策利率
引导 LPR 利率下行，从而降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
民营企业和制造业的信贷支持。
图表 6：货币供应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7：社会融资规模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在经济受到疫情冲击过后逐步恢复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基调，在
经济恢复到原有状态之前，政策转向的概率不高。我们判断金融数据会在现有
水平上小幅波动，随着经济的快速修复过程，过于宽松的流动性容易引发通胀
担忧与汇率压力，央行有可能根据经济状况逐步回收投放的货币。

三、综合分析
受到疫情影响，一季度经济下行幅度较大，三月份之后经济开始修复，现
阶段处于加速修复的过程中，下半年经济逐步企稳达到新均衡状态。政策方面，
保就业、稳增长的重要性提高，货币政策更加宽松，财政政策在稳定民生、舒
困帮扶企业、拉动基建等领域集中发力。基本面利空逐步被市场消化，宏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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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
海外疫情依旧严重，欧美股市高位整理。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经济逐步
好转，市场信心逐步恢复。中美之间的关系一直牵动的市场的情绪。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技术上，自 7 月 3 日大盘突破前高之后开始加速上行，之后部分投资者获利
了结，急涨之后快速回调。高位震荡整理过程中，突遭消息面利空，大幅回调。
由于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经济数据好转，市场信心逐步恢复，我们判断下行
空间有限，行情以震荡为主。建议暂时观望等待市场方向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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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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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