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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权益市场有一定支撑。，2021 年宏观政策力度较
2020 年下降，以稳为主、不急转弯。
主要指数均高位回调后震荡反弹，盘中震荡加剧。
市场风格改变较大，原来的机构重仓股集体调整。国内
经济形势稳健，建议轻仓做多，IF2105 多单 4872.6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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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2105 多单 6100 止损。IH2105 多单止损后暂时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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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本周股指期货震荡分化，IF、IC 下跌，IC 上涨，上证 50、沪深 300 在保险、
消费板块权重影响下跌，中证 500 表现相对坚挺。主要标的指数中长运行趋势未
改，判断股指后市继续震荡反弹概率大，破位下跌概率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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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2105

4938.4

0.68%

-0.85%

93908

92131

19799

79078

27.8

IH2105

3436.4

0.89%

-1.22%

35486

34224

9047

29773

11.7

IC2105

6325.4

1.50%

0.98%

65128

82867

17323

70561

14.2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市场继续震荡，上上证指数跌 0.7%，深证成指跌 0.67%，创业板指持
平。本周汽车、煤炭、食品饮料上涨，银行、农林牧渔、国防军工下跌，行业
分化仍然较大，白马股杀跌时有出现。目前仍是区间震荡为主，市场结构性行
情表现活跃。大盘仍处于震荡整理过程中，分化、震荡都比较剧烈，中长期看
市场轮动或是常态，目前的市场偏好在中小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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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

2,960

-24.1

-0.70%

深证成指

13,721

3,962

-92.6

-0.67%

创业板

2,783

1,290

0.0

0.00%

沪深 300

4,966

2,134

-69.2

-1.37%

上证 50

3,448

549

-66.0

-1.88%

中证 500

6,340

1,200

4.4

0.07%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基差回落，市场情绪逐渐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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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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2020 年，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方式回报投资者
共计 1.43 万亿元，较上一年增长 9.16%；下一步，证监会将完善制度，引导上市
公司，通过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方式回报投资者，强化市场的长期投资理念，
让分红成为投资者分享上市公司成长红利的新举动。
2、证监会：注册制推出以来，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把选择权交给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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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证监会从去年开始，定期汇总会内相关部门、
派出机构等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惩戒措施，集中进行公示，4 月 6 日对 2021 年
第一节度进行了公示，有 29 条行政监管措施和 9 条自律监管措施，持续促进投
行归位尽责。
3、国家统计局：3 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变动不大，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
点；受上年同期低基数影响，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5.2%和 11.4%，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4 和 0.6
个百分点。
4、民航局：3 月份，民航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
量分别为 89.2 亿吨公里、4782 万人次、65.5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28.5%、215.7%
和 35.4%，其中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4768.3 万人次，已超过 2019 年同期水
平。
5、北京首批集中供应宅地将于 5 月 8 日正式竞价，集中交易宅地共计 30
宗，起拍总价达 1035 亿元。本次集中供地最大亮点是规自委联合住建委制定出
“政策工具箱”，推动宅地供应由“价高者得”单一目标，向完善市场、促进土
地利用、保障民生等多目标管理转变。
6、首单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落地生根”。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接受
50 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对康美药业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但由于特别代表人诉
讼从启动到结束需要经历一系列诉讼活动，诉讼启动不等于立即判决并赔偿投
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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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旗舰报告《亚洲经济前
景及一体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正式发布。报告认为，今年
亚洲经济将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6.5%以上，亚洲将成为全球可
持续复苏重要引擎

二、基本面分析
3 月经济景气有所回升。2021 年 3 月 PMI 数据全面回升，略超市场预期。3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1.9%，较 2 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连续 13 个月处于临界
点上方，进入旺季制造业景气回升。3 月官方非制造业 PMI 为 56.3%，较 2 月大
幅回升 4.9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保持较高景气度，扩张步伐加快。
中国一季度 GDP 同比增 18.3%，预期增 18.4%，比 2020 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0.6%；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10.3%，两年平均增长 5.0%，表明我国经济稳定恢
复。中国 3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34.2%；中国 3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 14.1%；中国 1-3 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5.6%；中国 1-3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25.6%；3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一季度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30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13.7%。
疫苗落地后全球需求复苏预期以及美国财政扩张预期支撑国际油价、有色、
铁矿石价格大幅上升。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逐步上升，市场预期全球经济
增长快速恢复。中国国内产出增长相对较快，工业品需求较好。
图表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图表 7：PPI

4 /6

股指期货·周报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国元期货

三、综合分析
国内各项经济数据整体较好，经济复苏稳步推进，经济基本面对权益市场
有一定支撑。2021 宏观政策保持稳定的同时较 2020 年有所收敛。中国经济上行
修复的趋势还没有走完，二季度大概率延续稳健上行的趋势。二季度生产端表
现应该延续强势，需求端应有明显好转，消费数据大概率反弹。宏观政策逆周
期调节的必要性降低，二季度大概率继续保持收敛状态，但以稳为主、不急转
弯。
新冠疫苗推出的相关消息大幅提高了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欧美风险资产
不断创新高。去年四季度以来欧美经济数据回升，市场对于 2021 年全球经济复
苏的预期非常乐观，预计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现阶段期指行情主要来自于基本面的预期差，季报业绩表现，市场风格转
换三个方面。机构资金或继续选择进入性价比较高的低估值板块。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技术上，股市大幅回调后止跌反弹，目前反弹走势偏弱，但向下破位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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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市场风格改变较大，原来的机构重仓股集体调整，低价股、低估值股上
涨，沪深 300、上证 50 承压。国内经济形势稳健，建议轻仓做多，IF2105 多单
4872.6 止损，IC2105 多单 6100 止损。IH2105 多单止损后暂时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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