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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国内重要财经概览 

1、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撰文，在提及深化金融

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时，周小川指出， 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稳步提高直

接融资比重。要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

市场价格（指数）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 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同时加强对中小投资

者权益的保护，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机制。（上海证券报） 

2、上交所理事长吴清表示资本市场可以在四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一是稳步推进新股发

行制度改革。二是加大退市工作力度。三是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四是强化交易所市场一

线监管的主体责任。他还透露，上交所正在启动上市公司现场检查。 

3、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建部会同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部署规范购房融资行

为，加强房地产领域反洗钱工作，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新华网） 

4、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已经注意到媒体报道的多位涉及乐视 IPO 发审委委员

被查的报道，已经转给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了解核实。如果有结果，也将及时向社会

公布。 

5、证监会就 360 回 A 股发表意见，我会将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战略发展方向、掌握

核心技术、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参与 A 股公司并购重组，并对其中

的重组上市交易进一步严格要求。同时，我们将继续高度关注并严厉打击并购重组中涉

嫌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6、11 月 1 日，央行公布了 10 月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10 月份，央行通过 SLF、

MLF 和 PSL 共计向金融机构释放了 5613.5 亿元，投放规模较上月减少 1621.05 亿元。 

10 月 27 日，央行创设了 63 天期逆回购。10 月份，受税期、财政支出等因素影响流动

性吃紧，央行通过 14 天期和 63 天期逆回购向市场净投放资金近万亿元，投放量创出阶

段新高。（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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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0.34 3371.74 

深圳成指 -2.00 -0.68 11215.19 

创业板 -3.34 -0.79 1832.97 

中小板 -0.82 -0.48 7756.58 

沪深 300 -0.73 -0.11 3992.70 

上证 50 -0.49 0.23 2800.47 

中证 500 -3.07 -0.89 6426.98 

 

估值变化 

 

资料来源：瑞达期货，Wind 资讯 

资金面 

沪（深）股通 沪：累计：净流出 0.29 亿元； 

深：累计：净流出 32.97 亿元。 

公募机构基金监测 股票持仓比例 50.10%。 

两融余额 周四：10044.06 亿元。 

一周大股东净减持 36.25 亿元 

限售解禁市值（周） 521.28 亿元 

下周新股发行市值 95.06 亿元；主板 5 只，创业板 2 只，中小板 1 只。 

 

重要外盘表现 

海外股市 周涨跌幅% 周五涨跌幅% 收盘点位 

道琼斯 0.45 0.10 23539.19 

英国 FTSE100 0.74 0.07 7560.35 

恒生指数 0.58 0.30 28603.61 

日经 225 2.41 - 22539.12 

上周海外股市总体走势平稳，外汇市场英镑受到英国央行加息的影响波动较为明显，美

股则受益于企业财报以及税改政策的推动继续创下新高，道指及标普 500 指数连续八周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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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纳指连续六周收高。尽管周五公布的美国 10 月份非农就业以及薪资增长数据不

及预期，但失业率创十七年新低以及苹果公司业绩远超预期对指数形成提振，美国三大

指数继续收涨。美元指数小幅收涨，黄金下跌，受益于美国油井数量下降及 OPEC 减产

协议延期的预期，油价攀升。 

 

股指期货 周涨跌幅% 涨跌幅% 收盘点位 基差 持仓量变动 

IF1711 -1.14 -0.36 3963.40 -29.30 425 

IH1711 -0.64 0.05 2795.00 -5.47 513 

IC1711 -3.40 -1.00 6362.00 -64.98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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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18.20 -15.40 2.80 

IH 6.40 23.80 41.00 17.20 

IC -40.40 -132.00 -178.20 -46.20 

 

 

前 5、前 20 净多持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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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IF17

11 

前 5 -1254 -932 -994 -950 -622 

前 20 -1434 -1918 -1624 -1706 -1473 

IF17

12 

前 5 -1354 -1525 -1667 -1888 -1806 

前 20 -1816 -2067 -1979 -2042 -2142 

IH17

11 

前 5 -476 -762 -684 -623 -561 

前 20 -929 -876 -780 -605 -657 

IC17

11 

前 5 141 6 -39 126 58 

前 20 -511 -830 -678 -680 -504 

 

周五机构持仓变动 

IF1711 

买单：338 手，卖单：306 手； 

其中空头主力建信两日增仓 286 手，华信及中金分别增仓 165

手和 255 手 

空头 10 家主力减仓。 

IF1712 
买单：182 手，卖单：255 手； 

其中多头主力乾坤期货两日增仓 512 手，鲁证期货减仓 111 手。 

IH1711 
买单：487 手，卖单：561 手； 

其中国泰君安多空单分别增仓 116 手和 122 手。 

IC1711 

买单：435 手，卖单：259 手； 

其中多头主力银河期货增仓 237 手； 

空头主力海通期货增仓 108 手。 

上周三个品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持仓量则有所上升，且贴水明显扩大，市场

内空头情绪有所增强，但多头持仓维持相对稳定，预计空头在宣泄过后或有获利离

场的可能，期指有望止住跌势，但回升力度有限。 

 

一周行情展望及策略 

11.6-11.10：上周 A股市场展开调整，整体呈现出震荡回落走势，仅在权重股的支

撑下，周五尾盘出现一定回升，二八分化的局面愈加明显，中小盘弱势形态尽显。

市场内热点匮乏，基金等机构移仓换股，以及十月市场流动性吃紧，投资者的担忧

情绪有所升温，也使得市场在面对 3400点面对较强的抛压。周末消息面总体较为

平静，不过本周我国将公布 CPI、PPI及外贸等经济数据，预计通胀将有所上升，

而外贸或将进一步对经济形成支撑。此外，在经历了流动性偏紧的十月份后，央行

在上周五超额续作 MLF，且月末一过，市场流动性将有所松弛，或有望对股市形成

一定的支撑。预计中短期内行情分化趋势还将延续，IF和 IH走势仍将较为稳健，

IC将维持低位偏弱整理。 

交易策略 中期以 IF和 IH多单持有为主，短期可继续持有 IC空单 

IF1711 3940 点买入，4000 点止盈，3920 点止损 

IC1711 6430 点卖出，6340 点止盈，6460 点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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