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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期货投资日报-股指 20180209
品种：股指期货

市场概览

股指期货 涨跌幅% 收盘点位 基差 基差走势 持仓量变动

IF1802 -0.15 4264 -10.15 贴水扩大 -1455

IH1802 1.29 3193.2 11.86 贴水收窄 -929

IC1802 -0.05 5979.8 -18.42 贴水扩大 -1386

隔夜重要外盘表现

海外股市 涨跌幅% 收盘点位

道琼斯 -4.15 23860.5

英国 FTSE100 -1.49 7170.7

恒生指数 0.42 30451.3

日经 225 1.13 21890.9

美国初请失业救济人数低于预期，同时德国央行航长表示，欧洲央行或在 9 月之

后能够开始退出购债计划，推动国债收益率继续上行，令欧美股市承压，德指创

近五个月新低，美指齐创年内新低，道指再度额跌逾 1000 点，跌破 24000 点。

金价收涨，美油创近五周新低，美元指数小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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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16.2 33.8 17.6

IH 3.0 14.2 25.2 11.0

IC -28.0 -85.0 -127.0 -42.0

国内财经风云 影响

1、中国1月进口（按美元计）同比增36.9%，预期10.8%，前值4.5%；
出口增11.1%，预期10.8%，前值10.9%；贸易顺差203.4亿美元，

预期546.5亿，前值546.9亿。

中性

2、央行2月8日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连续十一日不进行公开市

场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自1月25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

起至本周四，央行累计净回笼13700亿元。

偏空

3、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股东大会上表示，中国联通管理层

仍在坚定地推动改革，与互联网公司业务合作已全面展开，将在

多个领域展开合作；腾讯百度进来就是要做长期投资的。

偏多

机构持仓变动（净多）

2.7 2.8

IF1802

前 5 -592 -655 买单：-923 手，卖单：-944 手；

其中多头主力国泰、申银及五矿分

别减仓 181 手、149 手和 120 手；

空头主力海通、国泰及东证连续两

天减仓超百手；银河减仓 172 手；

多空分别有 14 和 17 家主力减仓。

前 20 -863 -768

IF1803 前 5 -1913 -2008 买单：734 手，卖单：529 手；



多头主力五矿三日增仓 1009 手，

国泰、海通、广发及建投分别增仓

142 手、114 手、233 手和 106 手；

空头主力国投两日增仓 531 手，中

信、招商分别增仓 210手和 102手，

华西减仓 154 手。

前 20 -3007 -2811

IH1802

前 5 374 318 买单：-827 手，卖单：813 手；

其中多头主力中金增仓 125 手，中

信两日减仓 343 手，国泰、光大及

银河分别减仓 120手、116手和 150
手

空头主力中信及国泰分别减仓 359
手和 117 手；

多空分别有 14 和 13 家主力减仓。

前 20 -410 -340

IC1802

前 5 148 -178 买单：-987 手，卖单：-686 手；

其中多头主力中信、五矿及国投分

别减仓 185 手、208 手和 157 手；

空头主力兴证及东证分别减仓 107
手和 154 手；

多空分别有 15 和 16 家主力减仓。

前 20 549 463

IC1803

前 5 -423 -338 买单：909 手，卖单：835 手；

其中多头主力永安两日增仓 175 手，中

信、五矿及浙商分别增仓 164 手、203

手和 172 手；

空头主力中信两日增仓 282 手，东证及

新潮分别增仓 151 手和 108 手。

前 20 -362 -302

由于假期将至以及近期市场波动加剧，投资者情绪较为谨慎，持仓量明显下滑，

同时部分席位开始移仓换月，节后第一个周五即为交割日。从 IF 和 IC 远月合约

持仓来看，投资者对远期市场的看法仍维持较为正面，多头增仓相对积极。

现货方面

沪（深）股通 沪股通：净流入：13.48 亿元

深股通：净流入：17.13 亿元

限售解禁市值 44.73 亿元

公募机构基金监测 股票持仓比例 57.37%。

量化技术分析

VaR 模型主要是通过对历史价格的波动幅度进行统计分析，预测概率情况下股指

期货的支撑和压力位。

合约 强压力位 强支撑位 压力位 支撑位

IF1802 4097 3927 4063 3975

IH1802 2992 2859 2969 2917

IC1802 5958 5581 5896 5656

观点及策略（仅供参考）



中期观点 建议中期顺势而为，短期高卖低买

短期观点 建仓点位 止损点位 止盈点位

IC1802 空头 5750 5790 5630

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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