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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调整 期指震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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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处于加速修复的过程中，下半年经济逐步
企稳，年末有望达到新均衡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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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开始恢复，美股创新高之

相关报告

后回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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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逢低做多，IF2009 多单 4543.8 点止损，IH2009
多单 3201 点止损，IC2009 多单 6193.2 点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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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本周（9 月 7 日至 9 月 11 日），股指期货震荡下行，其中中证 500 合约跌幅
较大。本周创业板低价股受到资金炒作，监管收紧之后大幅下跌，创业板指数
下跌，市场情绪悲观，带动 IC 合约大跌。周五小幅反弹止跌。期货市场情绪摇
摆，后市延续震荡走势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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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2009

4612.6

0.57%

-2.95%

97445

101500

-9269

-17647

14.7

IH2009

3258.8

0.49%

-1.10%

32967

35856

-5059

-6643

6.7

IC2009

6280

0.56%

-4.54%

110028

114709

-5838

-8140

32.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指数跌 2.83%；深证成指跌 5.23%；创业板指大跌-7.16%。板块上，
前期累计涨幅过大创业板低价股下跌，科技、医药板块调整，银行保险等权重
出面护盘。本周大盘出现了大幅调整，预计指数的下跌空间不大，但九月也没
有很强的反弹或上涨的驱动因素，由于秋季疫情和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较高，
所以短期内低位震荡盘整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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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0

2,548

-95.0

-2.83%

深证成指

12,943

4,297

-713.7

-5.23%

创业板

2,537

2,156

-195.5

-7.16%

上证 50

4,627

1,982

-142.9

-3.00%

沪深 300

3,265

524

-43.7

-1.32%

中证 500

6,312

1,157

-306.6

-4.63%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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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基差走低，震荡市中观望情绪较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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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
，11 月 1 日起施
行。根据办法，控股或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中含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总资产
不少于 5000 亿元。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实缴注册资本额不低于 50 亿元，且
不低于所直接控股金融机构注册资本总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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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年以来可转债累计发行数量达 143 家，已超去年全年的 106 家，再创
历史新高。从融资规模看，券商类转债融资规模位列各行业之首。今年以来，
融资规模最大的可转债为国投转债，募集资金共计 80 亿元；东财转债和华安转
债分别募集资金 73 亿元和 28 亿元。
3、住建部就《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支持
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支持住房租赁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公司信用类债券及资产支持证券，专门用于发展住房租
赁业务。
4、首批 4 只科创板 50ETF 基金顺利获批，华泰柏瑞、华夏基金、易方达基
金、工银瑞信拔得头筹。上交所决定为科创板 ETF 业务分配 588000-588499 代码
段。。
5、美国 8 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37 万，连续第四个月回升；失业率下降近
2 个百分点至 8.4%，降幅超预期。财长姆努钦称，特朗普对经济复苏进展感到
非常满意，但希望实施更多刺激措施。姆努钦呼吁国会通过“有针对性的”刺
激法案。
6、中国对蚂蚁集团等涉足广泛的大型企业帝国收紧监管规定并施加资本要
求，新规将要求在至少两个金融领域开展业务的非金融企业、即被指定为“金
融控股公司”的机构获得许可证，实缴资本不低于 50 亿元人民币。
7、知情人士透露，TikTok 仍在推进 9 月中旬期限之前出售美国业务的计划，
尽管有迹象显示该公司面临宁可关闭也不出售的压力。另据《南华早报》报道，
字节跳动决定不出售 TikTok 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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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今年进出口受到冠疫情的影响下滑，可喜的是下滑幅度好于市场预期，进
出口累计增速降幅逐渐收窄，6、7 月份当月进出口实现了正增长。7 月份以来进
口数据有所放缓，出口强于进口。
2020 年 1-8 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 20 万亿，同比下降 0.6%，降幅较 1-7 月收
窄 1.1 个百分点；出口 11 万亿，同比增长 0.8%，1-7 月为下降 0.9%增速转正；
进口 9 万亿，同比下降 2.3%，降幅收窄 0.3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 2 亿元。年初疫
情对贸易领域的冲击较大，5、6 月份开始影响逐渐消退，贸易领域逐渐走向正
常化。三季度的进出口数据好于市场预期。欧美东亚国家经济数据回升，外需
修复。各方因素都显示出口压力最大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整体来看 2020 年
的进出口大概率仍在低增长区间运行。
图表 6：进出口同比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7：月度进出口数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中国 8 月 CPI 同比上涨 2.4%，预期涨 2.4%，前值涨 2.7%；其中，猪肉价格
影响 CPI 上涨约 1.74 个百分点。中国 8 月 PPI 同比下降 2%，预期降 2%，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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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2.4%。统计局解读：8 月份市场供需总体平衡，猪肉供给有所改善，价格同
比涨幅回落 33.1 个百分点，环比涨幅回落 9.1 个百分点，鸡肉和鸭肉价格近三年
来首次同比下降；工业生产持续向好，市场需求继续恢复，国内工业品价格继
续回升。
中国 8 月信贷数据出炉，社融大超预期。中国 8 月 M2 同比增 10.4%，预期
10.8%，前值增 10.7%。新增人民币贷款 1.28 万亿元，同比多增 694 亿元。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为 3.58 万亿元，预期 2.66 万亿元，前值 1.69 万亿元。

三、综合分析
国内经济处于加速修复的过程中，下半年经济逐步企稳，年末有望达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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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利空已
经被市场消化，宏观政策逐步脱离疫情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更加灵活适度、
更加重质重效。
海外疫情依旧严重，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开始恢复，美股创新高之后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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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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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中美关系、边境问题、外围股市调整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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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面利空，市场情绪波动频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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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以震荡上行为主。建
议逢低做多，IF2009 多单 4543.8 点止损，IH2009 多单 3201 点止损，IC2009 多单
6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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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