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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心要点 

1、 周度数据 

期货 合约名称 周涨跌幅% 涨跌幅% 结算价 

 IF2009 -2.86  0.57 4611.2 

IH2009 -1.13  0.49 3258.2 

IC2009 -4.34  0.56 6285.6 

IF2010 -2.89  0.50  4585.8 

IH2010 -1.23  0.42  3246.6 

IC2010 -4.32  0.59  6208.4 

现货 指数名称   收盘价 

 沪深 300 -3.00  0.99 4627.28 

上证 50 -1.32  0.62 3265.50 

中证 500 -4.63  1.23 63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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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息面概览 

 影响 

中国 8月 M2同比增 10.4%，预期 10.8%，前值增 10.7%。 新增人民币贷款 1.28

万亿元，同比多增 694 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为 3.58 万亿元，预期 2.66

万亿元，前值 1.69万亿元。 

中性 

证券日报头版：一定程度上看，资金炒作并带动大规模投资者跟风，暴露出市

场的不成熟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一非理性炒作可能危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

监管在排查与判断风险与危害后，运用市场规则和工具对各方引导和疏解，低

价绩差股炒作回落。   

中性 

中国基金业协会 9 月 11 日披露数据，截至 8 月末，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 24447

家，较上月减少 10家，环比下降 0.04%；管理基金数量 89784 只，较上月增加

1733只，环比增长 1.97%；管理基金规模 15.02万亿元，较上月增加 682.49亿

元，环比增长 0.46%。 

中性 

周度观点及策略：过去一周的 A 股在外盘、炒小炒差、权重蓝筹股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下，震荡下

挫，沪指失守 3300点，创业板单周回调超 7%。不过在连续回调后，市场情绪在周五获得一定程度

的改善，抛压明显减弱，两市成交量创下近一个多月以来的地量，而这也是阶段性调整中较为积

极的信号。技术形态上，主要指数日线级别均呈现出回调的形态，深市三大指数均已跌破前期震

荡平台，沪指亦逼近 3200点震荡平台下沿附近，短期市场仍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元气。在炒小炒

差被明显抑制后，调整较为充分的权重蓝筹股有望为市场提供较强的支撑，预计进一步下行的空

间预计将较为有限。下周中美科技领域的对抗，包括华为禁令生效、Titok封禁等利空将最终落地，

市场情绪有望得到一定的改善。策略上，关注中证 500 期指主力合约 6180-6200 附近支撑，短

空长多操作，中长期以 IC 多单持有为主，可关注多 IC 空 IH 价差低吸机会。 

二、周度市场数据 

1、 行情概览 

图表1-1 国内主要指数 

 周涨跌幅% 周五涨跌幅% 收盘点位 

上证指数 -2.83  0.79 3260.35 

深圳成指 -5.23  1.57 12942.95 

创业板 -7.16  2.16 2536.62 

中小板 -5.19  1.89 8613.31 

科创 50 -5.59  2.52 1312.51 

图表1-2 国外主要指数 

 周涨跌幅% 周五涨跌幅% 收盘点位 

标普 500 -2.51  0.05 3340.97 

英国 FTSE100 4.02  0.48 6032.09 

恒生指数 -0.78  0.78 24503.31 

日经 225 0.87  0.74 23406.49 

 

图表1-3-1行业板块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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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板块全线回调，农牧板块跌超10%，通信、计算机、军工、传媒跌幅居前 

图表1-4 行业板块主力资金流向（过去五个交易日,亿元） 

 

公用事业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出量较大，家用电器、纺织服饰净流出超200亿元。 

2、估值变化 

图表2-1 A股主要指数（市盈率 TTM_整体法，剔除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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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 三大股指期货指数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3、流动性及资金面 

图表3-1 股指期货持仓量 

 

图表3-2 Shibor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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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整体保持平稳，远期利率保持上行 

图表3-3 限售解禁市值 

 

股东净减持较上周有所上升，合计187.62亿元,本周解禁市值降至507.89亿元。 

图表3-4-1 沪股通资金流向                        图表3-4-2 深股通资金流向 

  

陆股通资金净流出5.83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出35.16亿元。 

图表3-5 基金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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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股票投资比例较上周五下降0.21%至67.66% 

图表3-6-1、2 两融余额 

 

 

两融余额较上周五减少200.91亿元至周四14863.66亿元，融资买入额占A股成交额比例继续回落 

新股：18只新股申购。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东方财富 

4、股指期货价差变化 

图表4-1-1 IF主力合约基差                     图表4-1-2 IF跨期 

 
图表4-2-1 IH主力合约基差                     图表4-2-2 IH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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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3-1 IC主力合约基差                     图表4-3-2 IC跨期 

 

基差贴水逐渐收窄，跨期价差则有所扩大。 

图表 4-4-1 IF-IC、IH-IC当月合约价差                      

 

图表 4-4-2 IF-IH当月合约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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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5、主力持仓变化（净多） 

图表 5-1：IF净持仓                       

 

图表 5-2：IH净持仓                           

 
图表 5-3：IC净净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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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6、股指期权 

图表6-1：期权成交量分布 

 
图表6-2：期权持仓量分布 

 

图表6-3：成交量变化                            图表6-4 持仓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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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5 沪深300指数历史波动率 

 

指数20日波动率有所回升 

图表6-6（本周五）、6-7（上周五） 隐含波动率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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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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