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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前期低点 多空或将展开争夺 

――股指期货周报（20120702）
分析师： 徐莉莉 SAC NO： S1150511010011 2012 年 7 月 2 日 

 

投资要点： 
 期指震荡探底 

上周市场继续震荡探底的走势，截止 29 日，四大期指合约分别下跌 1.66%、

1.6%、1.49%、1.55%。 

 持仓量再创新高 
上周期指市场总持仓量持续走高并于 28 日再创持仓历史新高 76026 手。前

二十大会员对 IF1207 的持买单总量增加 881 手，持卖单总量增加 2044 手。

其中中证期货持空单量从 6193手大幅增至 9248手。总体来看空方大举进攻，

做空动能持续释放，多方主力则还未形成较强能量，28 日前二十大会员多单

增加 1502 手但在 29 日则减少 1962 手，市场悲观氛围依旧较浓。 

 正向期现套利机会再现 
伴随着分红预期的逐渐弱化，IF1207 重回升水状态，不过由于多空双方激烈

争夺，IF1207、IF1208合约基差呈现出震荡反复的走势。25日~29日，IF1207、
IF1208 最大基差分别为 19.7 点、23.3 点，最小基差-1.7 点、3 点。初步估

算上周 IF1207、IF1208 最大期现套利收益率为 0.29%、0.24%，正向期现套

利机会重新显现但单次收益率仍不高。 

 继续关注 IF1207 与 IF1208 多头跨期套利机会 
IF1207 与 IF1208、IF1209、IF1212、IF1208 与 IF1212 的价差分别由端午

节前的 3.4 点、10.6 点、36 点、32.6 点增至 5 点、14.8 点、46.4 点、42 点。

由于目前远月合约与近月合约的价差均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考虑到流动性因

素，建议仍可继续关注 IF1207 与 IF1208 的多头跨期套利机会。 

 保证金比例下调为 12% 
29 日结算时起，沪深 300 股指期货所有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统一调整为

12%。我们认为保证金比例的下调股指期货市场特征和发展需要，有助于提

升市场成交活跃度，从而为套期保值、套利交易提供较好的市场流动性。此

外保证金比例下调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套利交易收益率。

 临近前期低点 多空或将展开争夺 
从周末公布的经济数据看，PMI 为 50.2%，创出 7 月新低，数据显示经济仍

然存在下行风险，这也将对大盘构成一定压力。而外围市场近期则给 A 股市

场提供了较好的氛围，欧洲峰会利好消息使得欧美股市出现大涨，也令 A 股

市场在上周五呈现反弹。此外，考虑到目前市场临近前期低点，技术上存在

反弹的可能。预计本周多空双方将在前期低点附近展开争夺，但市场弱势格

局短期内较难扭转。建议投资者仍需谨慎控制好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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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指期货市场整体表现 

伴随着半年报序幕即将拉开，业绩下行风险成为压制市场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

下上周市场继续震荡探底的走势，上证指数屡创近期新低，调整压力持续释放，

市场人气较弱，观望氛围浓厚。截止 29 日，沪深 300 指数收跌 2.01%。从期指

市场表现看，总体亦是跟随现货指数震荡走低，不过总体跌幅均小于现货，四大

期指合约分别下跌 1.66%、1.6%、1.49%、1.55%。 

表 1：沪深 300 及股指期货期货合约表现（6.25-6.29） 

 开盘 最高 最低 收盘 结算价 周涨幅

（%） 
成交量（手

/万手） 
成交金额

（亿元）

持仓量

（手） 
沪深 300 2501.16 2501.16 2417.49 2461.61 — -2.01 13364.16 1832.33 — 

IF1207 2500.2 2506.8 2431 2469 2467.6 -1.66 1568286 11584.21 56213 

IF1208 2504 2509.2 2435.8 2474 2472.2 -1.60 24941 184.47 4272 

IF1209 2506 2515.8 2446 2483.8 2482.6 -1.49 13341 99.10 9657 

IF1212 2532 2540 2472.8 2507.4 2508.6 -1.55 2468 18.53 2576 

资料来源：渤海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注：沪深 300 指数成交量的单位为万手 

图 1：IF1207 走势与持仓量（6.25-6.29）           图 2：IF1207 走势与成交量（6.25-6.29） 

 

资料来源：渤海证券研究所 

2. 期指持仓量分析 

上周期指市场总持仓量持续走高并于 28 日再创持仓历史新高 76026 手，截止 29

日期指市场总持仓量较端午节前大幅增加 5082 手。从前二十大会员持仓情况具

体来看，前二十大会员对 IF1207 的持买单总量增加 881 手，持卖单总量增加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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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其中中证期货持空单量从 6193 手大幅增至 9248 手。总体来看，空方大举进

攻，做空动能持续释放，而多方主力则还未形成较强能量，28 日前二十大会员多

单增加 1502 手但在 29 日则减少 1962 手，市场悲观氛围依旧较浓。 

图 3：期指市场总持仓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渤海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3. 期指套利机会分析 

伴随着分红预期的逐渐弱化，IF1207 重回升水状态，不过由于多空双方激烈争夺，

IF1207、IF1208 合约基差呈现出震荡反复的走势。25 日~29 日，IF1207、IF1208

最大基差分别为 19.7 点、23.3 点，最小基差-1.7 点、3 点。假设股票交易佣金为

0.05%，印花税成本为 0.1%，冲击成本为 0.1%，期货交易佣金为 0.06‰，冲击

成本为 0.02%，保证金比例 18%，预留资金为 10.6%，则初步估算上周 IF1207、

IF1208 最大期现套利收益率为 0.29%、0.24%，正向期现套利机会重新显现但单

次收益率仍不高。 

正如我们之前的预期，远月合约与近月合约的价差上周呈现回升的态势，不过总

体幅度仍然不是很大。IF1207 与 IF1208、IF1207 与 IF1209、IF1207 与 IF1212、

IF1208 与 IF1212 的价差分别由端午节前的 3.4 点、10.6 点、36 点、32.6 点增

至 5 点、14.8 点、46.4 点、42 点。由于目前远月合约与近月合约的价差均处于

较低水平，同时考虑到流动性因素，建议仍可继续关注 IF1207 与 IF1208 的多头

跨期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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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IF1207 与沪深 300 指数的基差比变化           图 5：IF1208 与沪深 300 指数的基差比变化 

 

   图 6：IF1209 与沪深 300 指数的基差比变化           图 7：IF1212 与沪深 300 指数的基差比变化 

 

图 8：IF1207 与 IF1208 价差比变化              图 9：IF1207 与 IF1209 价差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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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IF1207 与 IF1212 价差比变化           图 11：IF1208 与 IF1212 价差比变化 

 

资料来源：渤海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4. 为促市场发展 监管层再出招——下调保证

金比例 

6 月 27 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发布《关于调整沪深 300 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

的通知》，自 29 日结算时起，沪深 300 股指期货所有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统一

调整为 12%。我们认为保证金比例的下调股指期货市场特征和发展需要。股指期

货上市初期，秉着“高标准、严要求、稳起步的原则，中金所将当月合约的保证

金比例定为 15%、两个季月合约的保证金比例定为 18%。而正如我们在股指期货

2012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报告中分析，股指期货市场经过了两年多的发展，机构投

资者队伍逐渐壮大，投资者参与较为理性。较高的保证金标准在抑制投机的同时

也影响市场运行效率，随着市场规模和套期保值需求的扩大，初期设置的保证金

比例已无法较好地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而此次监管层适度下调沪深 300 股指期

货交易保证金标准有助于提升市场成交活跃度，从而为套期保值、套利交易提供

较好的市场流动性。此外，保证金比例下调后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套利交易收益率。 

5. 临近前期低点 多空或将展开争夺 

从周末公布的经济数据看，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2%，创出 7

月新低，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经济仍然存在下行风险，这也将对

大盘构成一定压力。而外围市场近期则给 A 股市场提供了较好的氛围，欧洲峰会

利好消息使得欧美股市出现大涨，也令 A 股市场在上周五呈现反弹。此外，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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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市场临近前期低点，技术上存在反弹的可能。预计本周多空双方将在前期

低点附近展开争夺，但市场弱势格局短期内较难扭转。建议投资者仍需谨慎控制

好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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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推荐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持有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回避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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