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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国内重要财经概览 

1、中央一号文件全面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为农村“小微权力”拉清单，瞄准弄虚作

假、搞数字脱贫问题，为城里人去农村买房划红线。文件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

标任务：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2、深交所：修订《上市公司股东业务办理指南》，《指南》重点修订了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扩大股东信息披露范围；二扩大并明确可注册用户类型；三是进一步完善注册文件

内容和申请流程，明确注册文件清单，优化股东用户增加权限的申请和审查流程。 

3、中国证券网：沪深交易所联合举办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培训会上透露，大比例质

押融资的个股在股价触及平仓线后，不会被立即平仓。会上透露，截至 2 月 2 日，两

市公司共有 129 只个股的整体质押比例超过 50%，仅占全市场的 3.7%。占比不足 5%，

可见股权质押难以成为引发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推动力量。 

4、2018 年以来，一线城市除上海外首套房贷利率执行基准上浮 5%-10%已成主流；不

过部分二线城市涨势更为凶猛，南京、苏州、武汉、天津等多城首套房贷利率已普遍上

浮 15%。 

总结：消息面影响偏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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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览 

现货指数 周涨跌幅% 周五涨跌幅 收盘点位 

上证指数 -2.70  0.44  3462.08  

深圳成指 -5.47  0.56  10925.16  

创业板 -6.30  0.30  1702.43  

中小板 -5.00  0.91  7291.82  

沪深 300 -2.51  0.60  4271.23  

上证 50 -0.73  0.27  3149.64  

中证 500 -5.93  0.34  6004.85  

 

估值变化 

 

资料来源：瑞达期货，Wind 

资金面 

沪（深）股通 沪：累计：净流出 27.52 亿元； 

深：累计：净流入 31.43 亿元。 

公募机构基金监测 股票持仓比例 55.76%。 

两融余额 周四：11669.6 亿元。 

一周大股东净增持 1.86 亿元 

限售解禁市值（周） 406.91 亿元 

下周新股发行市值 59.39 亿元；主板 3 只，中小板 1 只。 

 

重要外盘表现 

海外股 周涨跌幅% 周五涨跌幅% 收盘点位 

道琼斯 -4.12  -2.54  25520.96  

英国 FTSE100 -2.90  -0.63  7443.43  

恒生指数 -1.67  -0.12  32601.78  

日经 225 -1.51  -0.90  23274.53  

上周全球多数指数震荡回调，市场获利回吐、全球债券收益率持续上行、财报业绩喜忧

参半成为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尽管 1 月非农就业报告亮眼，但美联储官员接连释放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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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言论，美债收益率大涨 8 个基点，升破 2.8%，令周五欧美指数集体重挫，德法及泛

欧斯托克 600 跌幅均超 1%，道指重挫 665 点，创 2016 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标普

跌逾 2%，科技股普跌，纳指跌近 2%。黄金承压回落，油价收跌，美元强势反弹。 

 

股指期货 周涨跌幅% 涨跌幅% 收盘点位 基差 持仓量变动 

IF1802 -3.14  0.86 4270.40 -0.83  -998 

IH1802 -1.21  0.84 3158.00 8.36  -46 

IC1802 -6.42  -0.10 5986.20 -18.65  -557 

基差变化 

 

资料来源：瑞达期货，Wind 资讯 

持仓量变化 

 

资料来源：瑞达期货，Wind 资讯 

 

各品种跨期价差表 

 下月-当月 当季-当月 下季-当月 下季-当季 

IF 7.40  36.20 39.0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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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14.00  30.00 34.60 4.60  

IC -26.80  -74.20 -104.20 -30.00  

 

前 5、前 20 净多持仓(手)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IF1802 
前 5 -414 -954 -525 -1006 -1130 

前 20 -178 -689 -641 -791 -834 

IF1803 
前 5 -1878 -1876 -2137 -2152 -2132 

前 20 -2991 -2920 -3052 -3201 -3121 

IH1802 
前 5 -277 -686 -789 -258 -122 

前 20 -826 -720 -872 -473 -351 

IC1802 
前 5 -345 -253 265 440 248 

前 20 -562 -558 -87 -75 198 

IC1803 
前 5 -348 -419 -473 -522 -633 

前 20 -669 -707 -592 -613 -627 

 

周五机构持仓变动 

IF1802 

买单：-743 手，卖单：-752 手； 

其中多头主力中信、申银、五矿分别减仓 210 手、141 手和 185 手； 

空头主力申银、永安及国投分别减仓 232 手、365 手和 123 手 

多头 14 家主力减仓。 

IF1803 买单：74 手，卖单：2 手。 

IH1802 

买单：12 手，卖单：-136 手； 

其中多头主力国泰两日增仓 408 手； 

空头主力光大及国投分别增仓 310 手和 152 手，永安减仓 513 手，国

泰连续五个交易日减仓。 

IC1802 

买单：-228 手，卖单：-560 手； 

其中空头主力国富三日减仓 779 手，永安、国泰及恒泰分别减仓 126

手、197 手和 161 手； 

多头 12 家主力减仓。 

IC1803 买单：10 手，卖单：-手。 

上周期指市场展开回调，IC 大幅回撤逾 6%，不过期指持仓量保持平稳上升，IF 与

IC 基差均转为贴水，IH 则维持升水状态。此外，从前 20 席位净空持仓变动来看，

IF 明显上升，IH 则在周三达到高点后明显回落，而 IC 则转为净多持仓，市场空头

在宣泄过后，有获利离场迹象，预计短期内市场向下波动势头将有所减弱。 

 

一周行情展望及策略 

2.5-2.9：上周 A股市场迎来调整，沪指在 3400 点附近获得支撑，深市三大指数则

大幅回落，大小盘股走势再现明显分化。业绩不断爆雷、大量获利盘抛售、市场上

行主线不明确，资金迷茫、海外市场波动加剧是市场调整的主要因素。上周五及本

周一海外市场均惨遭重创，大宗商品回落，或将令市场在周一出现跳空低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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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A股仍有望在龙头股业绩保持向好、经济数据指标暂未出现下行风险，且管理

层就股票质押新规及信托监管安抚市场，且 2 月资金面相对乐观，预计节前市场整

体的下行空间有限。 

交易策略 关注沪指 3400-3600 点震荡整理，建议采取高卖低买的策略。 

IF1802 4200-4400 点区间，上下各 100 点止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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