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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或将超跌反弹但弱势格局不改 

――股指期货周报（20120611）
分析师： 徐莉莉 SAC NO： S1150511010011 2012 年 6 月 11 日 

 

投资要点： 
 期指震荡下跌 

上周市场呈现震荡下跌的弱势格局，截止6月8日，沪深300指数下跌4.13%，

四大期指合约分别下跌 4.42%、4.49%、4.47%、4.13%。 

 空方持仓不变 多方略有增仓 
从前二十大会员持仓情况具体来看，前二十大会员对 IF1206 的持买单总量减

少 4013 手，持卖单总量减少 7325 手，对 IF1207 合约持买单量增加 6197
手，持卖单量增加 7361 手。从 IF1206 与 IF1207 持仓变化综合来看，两合

约持卖单总量没有明显变化，而持买单总量则有所增加。由此可见，空方操

作相对谨慎并没有加码趋势但也未减仓离场，而多方则略有增仓除了有想博

取短期反弹因素外一部分原因是近期反向套利机会频现的关系。 

 IF1206 反向期现套利机会再现 
上周 IF1206、IF1207 最大贴水分别为-20.7 点、-27.9 点。由于交割日期日

益临近尤其是当月合约 IF1206，其分红预期也将随之减少，若分红因素对

IF1206、IF1207 的影响分别为 10 点、15 点时，假设融券保证金比例为 0.875，
融券利息为 9.1%（降息前水平），简单估算两合约套利收益率分别为 0.16%、

-0.5%（持有到期）。即当月合约存在一定的反向套利机会，下月合约则由于

高企的融券成本则不存在期现套利机会。 

 关注 IF1206 与 IF1207 跨期套利机会 
分红预期因素以及近期市场偏空氛围导致上周当月合约与下月合约的价差始

终为负且进一步下降。IF1206 与 IF1207 最小价差为-9.4 点、最大价差为-1
点，两合约仍然存在空头跨期套利机会即买近卖远的策略。IF1206 与 IF1207
的负价差持续扩大加之未来市场存在反抽的可能，预计短期内其价差存在回

升的需求，建议投资者可继续关注 IF1206 与 IF1207 的多头跨期套利机会。

 短期或将超跌反弹但弱势格局不改 
从上周市场的表现看，投资者情绪较为谨慎，市场人气低迷。而央行选择宏

观数据公布前降息被市场解读为预示着宏观数据不佳，导致市场悲观氛围浓

厚而削弱了降息对大盘的利好刺激。而从周末公布的 5 月经济数据，CPI 增
幅超预期下降、PPI 和 PMI 亦大幅下滑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而进出口

规模同比回升好于市场预期，总体来看 5 月经济数据仍不乐观。总体来看，

市场短期仍将维持弱势探底的趋势，不过考虑到上周市场对此已有预期且市

场上周连续释放做空动能，加之欧元集团 9 日宣布将为西班牙银行业提供不

超过 1000 亿欧元的救助资金的消息对市场带来提振，因此预计本周市场存

在超跌反弹的可能但并不会因此而扭转其弱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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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指期货市场整体表现 

上周市场呈现震荡下跌的弱势格局，周一大盘在外围市场暴跌、八部委联合发文

称适时启动国际板以及周末即将出台经济数据等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下跳空低开

低走，从而也奠定了市场向下调整的基调。尽管此后央行于 7 日晚宣布下调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次日市场表现仍然较弱。截止 6 月 8 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4.13%，四大期指合约分别下跌 4.42%、4.49%、4.47%、4.13%。 

表 1：沪深 300 及股指期货期货合约表现（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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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8.73 2608.32 2520.41 2524.33 — -4.13 26862.89 2351.77 — 

IF1205 2600 2600 2511 2513 2517.2 -4.42 1669620 12786.44 35192 

IF1206 2598.4 2598.4 2505 2506 2510.6 -4.49 121393 926.71 21397 

IF1209 2606 2606 2515 2515.2 2521 -4.47 15570 119.47 6835 

IF1212 2625.6 2625.6 2544.6 2544.6 2550.4 -4.13 2933 22.71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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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1206 走势与持仓量（6.4-6.8）           图 2：IF1206 走势与成交量（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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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689 手，主力资金移仓现象较为明显，IF1206 合约

持仓量减少 6482 手，IF1207 合约持仓量增加 8401 手。从前二十大会员持仓情

况具体来看，前二十大会员对 IF1206 的持买单总量减少 4013 手，持卖单总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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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7325 手，对 IF1207 合约持买单量增加 6197 手，持卖单量增加 7361 手。从

IF1206 与 IF1207 持仓变化综合来看，两合约持卖单总量没有明显变化，而持买

单总量则有所增加。由此可见，空方操作相对谨慎并没有加码趋势但也未减仓离

场，而多方则略有增仓除了有想博取短期反弹因素外一部分原因是近期反向套利

机会频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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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几乎整周 IF1206、IF1207 合约仍是以贴水状态呈现，其最大贴水分别为-20.7

点、-27.9 点。由于交割日期日益临近尤其是当月合约 IF1206，其分红预期也将

随之减少，IF1206 分红因素影响已不足 10 个点、IF1207 分红因素影响也减少至

15 点以下。IF1206、IF1207 贴水扩大以及分红预期影响的减弱使得合约的反向

期现套利空间也有所增加。若分红因素对 IF1206、IF1207 的影响分别为 10 点、

15 点时，若假设融券保证金比例为 0.875，融券利息为 9.1%（降息前水平），简

单估算两合约套利收益率分别为 0.16%、-0.5%（持有到期）。即当月合约存在一

定的反向套利机会，下月合约则由于高企的融券成本则不存在期现套利机会。 

分红预期因素以及近期市场偏空氛围导致上周当月合约与下月合约的价差始终为

负，且有进一步下降。IF1206 与 IF1207 最小价差为-9.4 点、最大价差为-1 点，

两合约仍然存在空头（反向）跨期套利机会即买近卖远的策略。IF1206 与 IF1207

的负价差持续扩大加之未来市场存在反抽的可能，预计短期内其价差存在回升的

需求，建议投资者可继续关注 IF1206 与 IF1207 的多头跨期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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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IF1206 与沪深 300 指数的基差比变化           图 5：IF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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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1206 与 IF1207 价差比变化              图 9：IF1206 与 IF1209 价差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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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IF1206 与 IF1212 价差比变化           图 11：IF1207 与 IF1212 价差比变化 

 

资料来源：渤海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4. 短期或将超跌反弹但弱势格局不改 

从上周市场的表现看，投资者情绪较为谨慎，市场人气低迷。而央行选择宏观数

据公布前降息被市场解读为预示着宏观数据不佳，导致市场悲观氛围浓厚而削弱

了降息对大盘的利好刺激。而从周末公布的 5 月经济数据，CPI 增幅超预期下降、

PPI 和 PMI 亦大幅下滑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而进出口规模同比回升好于市

场预期，总体来看 5 月经济数据仍不乐观。总体来看，市场短期仍将维持弱势探

底的趋势，不过考虑到上周市场对此已有预期且市场上周连续释放做空动能，加

之欧元集团 9 日宣布将为西班牙银行业提供不超过 1000 亿欧元的救助资金的消

息对市场带来提振，因此预计本周市场存在超跌反弹的可能但并不会因此而扭转

其弱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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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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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