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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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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2111 -0.43 0.72 4872.8 

IH2111 -0.82 0.84 3200.4 

IC2111 -0.22 0.76 7149.6 

IF2112 0.08 1.31 4894.8 

IH2112 -0.34 1.28 3220.0 

IC2112 0.57 1.52 7170.0 

现货 指数名称   收盘价 

 沪深 300 0.03 1.08 4890.06 

上证 50 -0.24 1.25 3212.91 

中证 500 0.19 1.20 7156.61 

2、 消息面概览 

 影响 

央行发布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

度，以我为主，稳字当头，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防范风

险的关系，做好跨周期调节，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预

计四季度 CPI 温和上涨，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受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部分高耗能行业产品提价和低基数等因素影响，PPI涨幅继续扩

 

 

中性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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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短期内可能维持高位。 

央行：目前房地产市场风险总体可控，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整体态势不会改

变。报告强调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 

 

中性 

 

国务院党组会议强调，当前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有效应对经济运

行中的新挑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统筹研究明年

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举措。此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

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

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充分认识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重

要性，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保持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中性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稳定，国际收支好于预期；下阶段，我国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生猪

产能目前总体上恢复，猪肉价格同比还在下降，将拉低 CPI 的涨幅；同时，从

工业和服务业供给的整体情况来看，市场供应还比较充足，CPI 不具备大幅上涨

的基础 

中性偏多 

国家统计局：中国 10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3.5%，预期增 3.2%，前值

增 3.1%；中国 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4.9%，预期增 3.4%，前值增 4.4%；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7%。中国 1-10月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同比增长 6.1%，预期增 6.3%，1-9 月增 7.3%；中国 1-10 月房地产开

发投资同比增长 7.2%，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7.3%；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

金同比增长 8.8%。中国 1-10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33 万人，提前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

下降 0.4个百分点。 

中性偏空 

本周北交所开市是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里程碑事件，在促进经济

转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大的

意义，监管和市场各方应当深刻认识到中央推出这一重大改革的意义，为北交

所开市后的平稳运行和后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偏多 

周度观点及策略：本周市场主要指数企稳回升，成交量相对活跃。三期指周五呈现触底反弹趋势。

周五央行发布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强调跨周期调节维护经济整体平衡，预计四季度物

价水平指数相对温和上行，受制于高耗能行业以及大宗价格的影响，PPI 短期预仍将维持高位。基

本面上，四季度经济预计仍处于低位平稳状态。从本周公布的 10 月份经济数据来看，工业以及消

费超预期回暖，基建增速依然不足，投资趋弱仍难以对经济形成显著拉升，而房地产投资降幅扩

大是投资增速疲软的主要原因。结合当前政策基调以及宏观形势，跨周期调节阶段持续利好新基

建领域以及数字经济相关板块，在经济结构升级的长期目标下，新基建将具备长线成长价值。相

对而言，房地产板块虽然呈现边际回暖态势，然随着“双碳”目标仍未实现，“住房不炒”定调明

确，传统基建刺激短期经济增长或已不适应当下需求，老基建相关板块难形成中长期上吸纳资金

的能力。展望 2022 年，明年经济企稳的主要因素预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政策向“稳

增长”发力；另一方面，全球能源供需错配问题得到改善。随着国内保供稳价发挥作用叠加海外原

油复产等供给端因素回暖，我国上游端成本压力将逐步缓解，实体经济盈利空间有望得到提升。

技术层面上，当前市场整体上陷入区间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上攻下降趋势线无果后，或将延续

弱势整理，而沪深 300 与上证 50 指数不排除再度回踩前期底部。建议观望为主，IF 与 IH 以区间

高抛低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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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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1.13 3560.37 

深证成指 0.32 1.19 14752.49 

中小 100 -0.29 1.11 9887.82 

创业板指 -0.33 1.04 3418.96 

科创 50 0.32 1.46 1444.78 

图表1-2外盘主要指数 

 周涨跌幅% 周五涨跌幅% 收盘点位 

标普 500 0.32 -0.14 4697.96 

英国富时 100 -1.69 -0.45 7223.57 

恒生指数 -1.10 -1.07 25049.97 

日经 225 0.46 0.50 29745.87 

图表1-3-1行业板块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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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板块涨多跌少，食品饮料、钢铁、医药、军工等板块领涨市场，农业、汽车等板块回落。 

图表1-4 行业板块主力资金流向（近五个交易日,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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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农牧、地产主力资金净流出，化工板块净流入超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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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2-2 三大股指期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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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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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bor短期利率保持平稳 

图表3-3 限售解禁市值 

 

上周股东净减持市值为134.87亿元，本周解禁市值为582.06亿元. 

图表3-4 陆股通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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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股通资金净流入111.84亿元，继上周净流出-26.91亿元后大幅净流入。 

图表3-5 基金持股比例（每周四） 

 

基金股票投资比例较前一周五下降0.09%至62.74% 

图表3-6-1、2 两融余额(每周四) 

 
两融余额较前一周减少17.76亿元至18372.68亿元，融资买入额占A股成交额比例保持低位运行。 

新股：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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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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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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合约基差有所扩大，同时近远月价差保持收敛。 

图表 4-4-1 IF-IC、IH-IC当月合约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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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4-2 IF-IH当月合约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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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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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IH净持仓                         

 

图表 5-3：IC净净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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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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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2：期权持仓量分布 

 

图表6-3：成交、持仓PCR 

 

图表6-4 沪深300指数历史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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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5 隐含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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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