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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国内重要财经概览 

1、央行：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在现金投放中占比较高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在

春节期间存在临时流动性缺口时，可临时使用不超过两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使

用期限为 30 天。机构认为，此举将有效对冲春节流动性扰动，可动用规模或高达 2 亿。 

2、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 2017 年第四季度例会，会议强调，要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

币政策，切实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3、证监会表示将择机退出股指期货临时性限制措施。从一段时间的运行来看，股票市

场和股指期货市场运行平稳，舆论反应总体良好，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我会将坚

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的理念，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继续改进和加强市场监管，抓好相关

监管制度建设，并结合期现货市场运行情况，更好促进股指期货功能的有效发挥。 

4、统计局：2017 年 12 月制造业 PMI 为 51.6，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仍达到年均

值水平，保持较强扩张动力。12 月非制造业 PMI 为 55.0，高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为

17 年四季度高点，年末扩张步伐有所加快。 

5、证监会回复多项提案称，将继续推动《证券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大幅

提高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切实发挥监管执法的震慑作用；正指导中金所积

极研究推出 2 年期国债期货的可行性；将督促交易所深入研究股指期权、ETF 期权、外

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积极探索其上市的可行性和时序安排；深化创业板市场改革，充

分研究论证创业板改革相关问题；将进一步完善新三板市场分层的制度与办法，明确摘

牌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安排。 

6、证监会：深化境外上市制度改革，开展 H 股公司全流通试点工作，试点企业不超过

3 家；全流通试点参与的企业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可自主决定流通数量和比例。 

总结：消息面影响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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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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  0.33  3307.17  

深圳成指 -0.48  0.61  11040.45  

创业板 -1.50  0.44  1752.65  

中小板 -0.79  0.81  7554.86  

沪深 300 -0.59  0.30  4030.85  

上证 50 -0.71  0.05  2860.44  

中证 500 0.13  0.75  62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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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1 亿元； 

深：累计：净流入 23.64 亿元。 

公募机构基金监测 股票持仓比例 56.92%。 

两融余额 周四：10316.15 亿元。 

一周大股东净减持 44.65 亿元 

限售解禁市值（周） 1044.92 亿元 

下周新股发行市值 59.1 亿元；主板 2 只，创业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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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0.48  24719.22  

英国 FTSE100 1.25  0.85  7687.77  

恒生指数 1.15  0.19  29919.15  

日经 225 -0.60  -0.08  22764.94  

上周由于圣诞假期与新年假期，欧美股市整体交投清淡，英国 FTSE100 指数接连创下

历史新高，上周累计上涨 1.25%。美国三大指数收盘阶段跳水，未能完美收官，周线收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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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不过标普创下 2013 年以来最佳表现，全年上涨 19.5%，纳指则连涨六年，为 1980

年以来最长连涨记录，道指则累计上涨 25.2%。黄金价格连涨七日，全年上涨 14%，美

油创 2 年半新高，美元指数则继续走低，为 03 以来的最差表现。 

 

股指期货 周涨跌幅% 涨跌幅% 收盘点位 基差 持仓量变动 

IF1801 -0.73 0.24 4039.80 8.95  -1128 

IH1801 -0.86 -0.01 2869.20 8.76  -861 

IC1801 0.73 1.06 6280.80 29.98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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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5.0 10.8 5.8 

IH 9.8 24.8 41.8 17.0 

IC 5.4 -27.2 -114.2 -87.0 

 

前 5、前 20 净多持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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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IF1801 
前 5 217 -62 -206 -368 -544 

前 20 -250 -468 -581 -840 -1044 

IF1803 
前 5 -2400 -2404 -2453 -2449 -2454 

前 20 -2490 -2432 -2499 -2512 -2518 

IH1801 
前 5 -872 -829 -579 -616 -408 

前 20 -773 -714 -463 -478 -443 

IC1801 
前 5 -18 30 24 60 -200 

前 20 -500 -480 -393 -417 -618 

 

周五机构持仓变动 

IF1801 

买单：-311 手，卖单：-101 手； 

其中多头主力中信、五矿及光大分别减仓 122 手、138 手和 111 手； 

空头主力瑞银增仓 108 手，光大及申银分别减仓 146 手和 184 手； 

多空分别有 15 和 13 家主力减仓。 

IF1803 买单：-3 手，卖单：-42 手。 

IH1801 

买单：-755 手，卖单：-767 手； 

其中多头主力中信及五矿分别减仓 134 手和 199 手； 

空头主力中信及招商分别减仓 156 手和 191 手； 

多空分别有 16 和 15 家主力减仓。 

IC1801 

买单：-519 手，卖单：-349 手； 

其中多头主力五矿减仓 147 手； 

空头主力国泰增仓 133 手，兴证及光大分别减仓 140 手和 105 手； 

多空分别有 16 和 14 家主力减仓。 

期指周五尾盘震荡拉升，主力合约收阳，基差升水继续朝着有利于多头的方向移动。

不过周五前 20 席位出现较为明显的减仓，且 IF 和 IC 多头离场速度有所加快，IH

多空则基本保持一致。多头情绪总体仍较为谨慎，短期市场上行的持续性仍不强。 

 

一周行情展望及策略 

1.2-1.5：2017年市场整体表现积极，沪指平稳收于 3300点，指数呈现稳步上行的

结构性走势，大强小弱的格局仍在延续。周末消息面偏多，但对于市场的推动预计

较为有限。从央行春节前允许商业银行临时使用不超过两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

金，周五市场反应平淡，流动性释放仅仅是对冲短期流动性压力，2018年 1月份将

有超过 1.63万亿元逆回购到期，因此整体资金面仍相对紧张。12月份 PMI继续小

幅回落，经济总体仍处于扩张阶段，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相对较小。关于期指松绑，

预计 2018年仍将维持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也反映出管理层对于当前期指市场的认

可，逐步松绑对于市场的稳定性影响将相对较弱。短期内期指在利多消化后，或有

冲高回落的可能。 

交易策略 中短期建议空单继续持有，短期尝试短多操作 



股指期货周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5 -TEL:4008-878766 

IF1801 4080 点卖出，4020 点止盈，4110 点止损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

合其特定状况。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

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