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10

股指期货策略周报

宏观金融

国元期货研究咨询部

经济数据走强 期指偏多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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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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 PMI 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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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

相关报告

在高位震荡整理过程中，基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判断期指
下行空间有限，行情以偏多震荡为主。建议多单持有，
IF2008 多单 4581 点止损，IH2008 多单 3186 点止损，
IC2008 多单 6365 点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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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本周（8 月 3 日至 7 日），股指期货大幅震荡走势，其中周三至周四盘中跌
幅较大，收出较长下影线。盘中波动较大主要是受到美国限制字节跳动、微信
等中国软件在美国使用的消息的影响。其中 IC 合约波动幅度最大。近期公布的
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经济表现强劲，支撑市场高位盘整。但中美之间不断出现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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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量（手） 持仓量

日增仓

周增仓

主力基
差

IF2008

4684

-0.70%

0.52%

133870

89152

-5444

-18030

23.9

IH2008

3253

-0.56%

0.61%

45761

31764

-4731

-5361

10.8

IC2008

6622.2

-0.92%

1.63%

120598

95135

-2751

-8571

66.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指数涨 1.33%，深证成指涨 0.08%，创业板指跌 1.63%，均连跌 3
周。本周各主要板块震荡为主，黄金、军工、北斗板块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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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4

5,614

44

1.33%

深证成指
创业板

13,649
2,750

7,008
2,422

11
-45

0.08%
-1.63%

上证 50

3,264

1,102

14

0.44%

沪深 300

4,708

3,970

13

0.27%

中证 500

6,689

2,280

109

1.66%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1 /7

股指期货·周报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基差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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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特朗普签署禁止 TikTok 和微信行政令”称，美方将一己私
利凌驾于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之上，最终也将自食其果。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
法，停止打压有关企业，为各国企业正常经营投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性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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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监会就《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征求意见，不再对适用行政和
解的案件类型作特别限定，并明确行政和解程序终止后，证监会恢复调查、审
理程序的，当事人在和解中所作的自认不作为认定违法事实的依据。
3、腾讯控股发布澄清公告，注意到美国总统颁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与
WeChat 应用程式相关的且受制于美国管辖的若干交易；公司正在审阅行政命令
的潜在后果以便更全面理解其对本集团的影响，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布进一步
的公告。
4、央行拟规范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报告管理，明确事前报告事项包括
IPO 或增发股票、对外投资等九类事项，事后报告事项包括涉及群体性事件或
重大负面舆情，支付机构及其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涉及重大法律问题等 13
类。
5、证监会正式发布公募 REITs 指引，聚焦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公募 REITs 试
点。指引明确，REITs 的 80%以上基金资产应投资于基础设施 ABS，通过特殊目
的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
6、美国 7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 176.3 万人，预期增 160 万人，前值增
480 万人；7 月失业率为 10.2%，预期为 10.5%，前值为 11.1%。
7、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发布《关于保护美国
投资者防范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事宜答记者问表示，通过对话解决共同
关心的问题是实现双方共赢的唯一途径；中方从未禁止或阻止相关会计师事务
所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审计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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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7 月份价格指标小幅上升，整体延续 6 月以来的价格变化趋势。CPI 同比上
涨 2.7%，环比上涨 0.6%，CPI 连续 3 个月处于 3%以下；PPI 同比下降 2.4%，环
比上涨 0.4% ，PPI 降幅收窄，自 2019 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的趋势
有望修正。6 月份受猪肉价格反弹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消费品价格
回落的趋势放缓，工业品价格压力降低。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数据持续高增长，
货币宽松的环境下有利于价格指标企稳抬升。上半年价格指标的显著特点是消
费品价格表现仍强于工业品价格，PPI-CPI 剪刀差较大。下半年这一现象有望发
生逆转，消费品价格由于需求不足逐步下滑，工业品价格跟随大宗商品价格上
升。
CPI 方面，2020 年 7 月 CPI 同比上涨 2.7%，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环比上涨 0.6%涨幅扩大 0.7 个百分点，消费品价格指标回落入温和区间，环比由
降转升，消费品价格回落的动力明显下降。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3.2%，较上月涨
幅扩大 2.1 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猪肉价格在 6、7 月份有所上涨所致。国际油
价处于低位，交通工具燃料等能源消费同比下降。在 2.7%的同比涨幅中，去年
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2.9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2 个百分点，新涨价
动能较弱。猪肉价格、原油价格企稳，三季度 CPI 下降速度或逐步趋缓。
图表 6：CPI

图表 7：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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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PPI 方面，工业品价格降幅收窄，来自工业生产方面的需求强于 3、4 月份
的时候，工业品价格阶段性修复。2020 年 7 月 PPI 同比下降 2.4%，降幅较 6 月
收窄 0.6 个百分点，其中翘尾因素为 0，新涨价影响约为-2.4 个百分点，新涨价
动能仍弱。7 月 PPI 环比上涨 0.4%，与 6 月份持平，维持弱势攀升。国内复工复
产进度较快，产出增长相对较快，而需求恢复的相对略慢，后期工业品价格还
是看需求反馈。

三、综合分析
受到疫情影响，上半年国内经济负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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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
海外疫情依旧严重，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开始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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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制度层面的底
层基础建设加速，利好权益市场的长期发展。中美之间的摩擦牵动市场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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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形成短时冲击。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技术上，大盘在 7 月 6 日形成的跳空缺口上方高位震荡，震荡过程中形成密
集换筹。高位震荡整理过程中，突遭中美关系紧张的消息面利空，大盘遭遇急
跌。基本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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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多单持有，IF2008 多单 4581 点
止损，IH2008 多单 3186 点止损，IC2008 多单 6365 点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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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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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