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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国内重要财经概览 

1、证监会发布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养老目标基金有

以下特点：采用成熟的资产配置策略；设置封闭期和投资者持有期限；鼓励基金管理员

设立优惠的费用，支持长期投资。  

2、证监会：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创投基金所投企业上市解禁期与投资期限反向挂钩政

策。沪、深交所制定《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自 2018 年 6

月 2 日起施行，明确对专注于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创投基金减持起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进行差异化监管政策。 

3、证监会就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

意见，拟强化沪深证券交易所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强制退市的决策主体责任；对新老划

断作出安排；进一步加大对财务状况严重不良、长期亏损、“僵尸企业”等符合退市财

务指标企业的退市执行力度。 

4、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示，关于支持四新企业的问题，证监会支持国家战略性新经济

企业是一个导向，重点是支持创新型、引领型、示范型的企业，会从 IPO 等方面予以支

持。 

5、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雄安新区规划方案正在规划过程中，正在抓紧，不会影响

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正在按照既定方针做。 

总结：消息面影响偏多。 

 

 

 

 

 

 

 

 

 

 

 

 

 

 

 

 

 

 

 

 

撰写：股指小组 

咨询电话：4008-87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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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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0.59 3254.53 

深圳成指 1.81 -0.79 10856.25 

创业板 6.18 -1.00 1772.01 

中小板 2.35 -1.66 7456.25 

沪深 300 -1.34 -0.81 4016.46 

上证 50 -3.14 -0.94 2864.18 

中证 500 2.69 -0.56 6056.34 

 

估值变化 

 

资料来源：瑞达期货，Wind 

资金面 

沪（深）股通 沪：累计：净流入 29.21 亿元； 

深：累计：净流入 32.48 亿元。 

公募机构基金监测 股票持仓比例 58.52%。 

两融余额 周四：9985.2 亿元。 

一周大股东净增持 7.09 亿元 

限售解禁市值（周） 334.91 亿元 

下周新股发行市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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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0.29 24538.06 

英国 FTSE100 -2.41 -1.47 7069.90 

恒生指数 -2.19 -1.48 30583.45 

日经 225 -3.25 -2.50 211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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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全球股市哀鸿遍野，鲍威尔证词偏鹰派以及特朗普的贸易战开始笼罩全球市场，投

资者避险情绪不断升温。欧美股市周五涨跌互现，欧指继续回落，美国三大指数则触底

回升，科技股上涨推动纳指收涨超 1%。金价震荡回升，原油价格小幅上涨，美元指数

回落 0.4%。 

 

股指期货 周涨跌幅% 涨跌幅% 收盘点位 基差 持仓量变动 

IF1803 -0.79 -0.47 4010.00 -6.46 -970 

IH1803 -2.92 -0.82 2861.20 -2.98 -85 

IC1803 3.62 -0.20 6035.20 -21.14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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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20.00 -19.40 0.60  

IH 3.40  3.00 -2.60 -5.60  

IC -43.20  -95.20 -186.00 -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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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前 20 净多持仓(手)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IF1803 
前 5 -776 -983 -1054 -1185 -1305 

前 20 -1835 -2005 -2234 -2226 -2270 

IH1803 
前 5 -1837 -1965 -2012 -2083 -2014 

前 20 -1061 -899 -1186 -1384 -1425 

IC1803 
前 5 -162 250 380 521 334 

前 20 86 370 404 386 184 

 

周五机构持仓变动 

IF1803 

买单：-578 手，卖单：-434 手； 

其中多头主力永安增仓 119 手，五矿及海通分别减仓 301 手和 22 手； 

空头主力国投减仓 284 手，银河三日减仓 693 手； 

多头 12 家主力减仓。 

IH1803 

买单：-6 手，卖单：1 手； 

其中空头主力东证增仓 171 手，招商减仓 176 手； 

多头 13 家主力减仓。 

IC1803 

买单：-192 手，卖单：-143 手； 

其中多头主力中信及东证分别增仓 109 手和 125 手，华泰减仓 194 手； 

空头主力招商增仓 121 手，国投减仓 118 手； 

多空分别有 14 和 13 家主力减仓。 

上周市场依旧延续着小强大弱的格局，持仓量的逐步回升，更多来源于空头的加仓。

从周五前 20 席位持仓变动来看，主力多头离场更为积极，特别是 IF 与 IH。当前

市场的上行阻力较大，短期或将仍以偏弱震荡为主。 

 

一周行情展望及策略 

3.5-3.9：上周中小盘上市公司受到注册制延后、新股暂停发行以及四行业独角兽

企业的优惠政策的影响，继续强势上行，创业板大涨逾 6%。不过本周市场风格或将

有所转向，一方面证监会拟修改完善退市制度；另一方面，养老金投资指引发布，

其中一个特点即引导长期投资。随着我国将进入为期两周的“两会”时间，市场或

将处于相对平稳的阶段。 

交易策略 

预计市场近期将主要以区间震荡为主，采取高卖低买的策略，

同时可关注于价差 2050点多 IH空 IC。 

上证指数 3200 点至 3350点。 

IF1803 3950 点至 412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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