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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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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908 3.13  1.06 3726.3 

IH1908 2.93  1.10 2836.8 

IC1908 3.79  0.90 4741.8 

IF1909 2.41  0.41  3690.4 

IH1909 2.11  0.31  2807.4 

IC1909 3.46  0.34  4682.8 

现货 指数名称   收盘价 

 沪深 300 2.12  0.45 3710.54 

上证 50 1.88  0.35 2824.23 

中证 500 2.66  0.34 4722.66 

 

2、 消息面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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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和解决

融资难问题；要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联动配合，确保实现年内降低小微企业

贷款综合融资成本 1 个百分点；确定加强常用药供应保障和稳定价格的措施，

确保群众用药需求和减轻负担。 

偏多 

发改委：将重点推进四个方面工作来促进内需消费，包括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

出台实施一批促消费举措，特别是要针对消费领域突出的“痛点”“堵点”问题；

抓紧出台实施《关于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合理增长的行动方案（2019—

2020年）》；加快推进多行业和多领域放心消费环境建设。 

中性 

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一是促进信贷利率和费用公开透明。严格规范金融机构收费，督促中介机

构减费让利。二是强化正向激励和考核，加强对有订单、有信用企业的信贷支

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三是加强多部门沟通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多措并举

推动降低企业融资相关环节和其他渠道成本。 

偏多 

发改委：进入 7 月，水果价格整体出现了回落，而且回落幅度还比较大，后期

水果价格有望继续回落；6、7 月蔬菜价格明显回落，预计后期价格将继续回落

并保持季节性波动；7月 CPI和 PPI同比涨幅处于温和区间，预计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物价还将继续保持总体平稳运行态势。 

中性 

中证协：上半年 131家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89.41 亿元，同比增长 41.37%；

实现净利润 666.62 亿元，同比增长 102.86%，119 家公司实现盈利；期末 131

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 7.10万亿元，净资产为 1.96万亿元，净资本为 1.62万亿

元，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 13.59万亿元。 

偏多 

周度观点及策略：上周尽管海外市场波动加剧，不过 A股显露出较强的韧性，主要指数全线上涨，

延续着反弹行情，不过市场内的隐忧依然存在，成交量萎靡，沪深股通资金分化明显，融券余额

不断攀升，期指近远月合约贴水继续扩大，资金情绪并未因上涨而获得明显提振。随着海外市场

的风险偏好逐渐改善，A 股有望在短期内迎来较好的外部环境，但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的信号，

仍将成为后市上涨的重要阻隔。国内政策层面对于企业融资以及扩大内需消费的举措在周末陆续

出台，包括改革 LPR 利率形成机制、多举措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及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将有望

为中长期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保障，但这仍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下半年经济整体上仍将面临

较大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市场继续上行或将面临上方震荡平台较大的压力，成交量不够将难

以形成有效的突破，不排除有再度下压的可能。建议投资者谨慎追涨，关注 IH19091 2835附近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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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0.28 2823.82 

深圳成指 3.02  0.57 9060.92 

创业板 4.00  0.79 1567.99 

中小板 3.98  0.84 56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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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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44 2888.68 

英国 FTSE100 -1.88 0.71 7117.15 

恒生指数 -0.79 0.94 25734.22 

日经 225 -1.29 0.06 20418.81 

图表1-3-1行业板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图表1-4 行业板块主力资金流向（过去五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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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值变化 

图表2-1 A股主要指数（市盈率 TTM_整体法）                      

 

图表2-2 三大股指期货指数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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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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3-3 限售解禁市值（股东上周净减持132.34亿元） 

 

图表3-4-1 沪股通资金流向                        图表3-4-2 深股通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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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 基金持股比例（截至每周四） 

 
图表3-6-1、2 两融余额（周四8945.6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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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申购：周三 南华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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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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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5、主力持仓变化 

图表 5-1-1：IF 前 5净持仓                      图表 5-1-2：IF前 10净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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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1-3：IF 前 20净持仓 

 

图 5-2-1：IH前 5净持仓                           图 5-2-2：IH前 10净持仓 

   

图 5-2-3：IH前 20净持仓 

 

图表 5-3-1：IC 前 5净持仓                        图表 5-3-2：IC前 10净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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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3-3：IC 前 20净持仓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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