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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仍将震荡反复 建议谨慎 

――股指期货周报（20120709）
分析师： 徐莉莉 SAC NO： S1150511010011 2012 年 7 月 9 日 

 

投资要点： 
 期指持续疲弱 

上周 A 股市场总体仍然呈现疲弱态势，沪深 300 指数围绕着 2450 点震荡。

投资者对于经济前景和上市公司业绩预期悲观也令其对市场走势缺乏信心，

因此外围市场利好因素的 A 股市场的刺激作用也较为有限。周四晚间，央行

宣布进行非对称降息，大盘终于在降息消息的刺激在周五午盘后出现反弹。

截止 6 日收盘，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5%，四大期指合约也分别跟随现货指

数小幅收高 0.43%、0.51%、0.53%、0.77%。 

 持仓突破 8 万 空方占据主导 
上周期指市场总持仓量再创新高，6 日收盘期指市场总持仓量达 82301 手，

较前一交易周大幅增加 9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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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 手，持卖单总量增加 1146 手。持

仓量变化显示多空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空方仍然占据主导。 

 正向期现套利空间略有扩大 
上周期指市场各合约基差均呈现小幅攀升的态势。2 日~6 日，IF1207、IF1208
最大基差分别为 23.6 点、29.8 点，最小基差-3 点、3.3 点，最大升水较前一

周略有扩大。初步估算上周 IF1207、IF1208 持有到期最大期现套利收益率

为 0.44%、0.66%，升水的扩大以及保证金比例的下调使得单次期现套利收

益率有所提高。 

 IF1207 与 IF1208 呈现多头跨期套利机会 
上周远月合约与近月合约价差总体仍然呈现震荡态势，不过正如我们此前判

断，价差震荡运行区间较前一交易周略有提升。IF1207 与 IF1208、IF1207
与 IF1209、IF1207 与 IF1212、IF1208 与 IF1212 的价差运行区间分别为 4.2
点~9 点、13 点~20.2 点、38.2 点~51.8 点、33.2 点~45.6 点。此前建议关注

的 IF1207 与 IF1208 多头跨期套利在上周获取较好收益。预计未来伴随着多

空争夺，价差仍会呈现反复波动，不过运行区间继续提升的空间会有所收窄。

 市场仍将震荡反复 建议谨慎 
从上周市场表现看，投资者谨慎观望的氛围仍较浓厚。尽管降息政策再次体

现管理层维稳的决心，但降息举措背后所暗示的疲弱经济前景也将令市场对

经济前景的担忧情绪有所增加。而就期指市场的持仓情况看，多空分歧持续

加大，空方仍占据主导。因此我们认为市场震荡探底的过程仍未结束，本周

多空大战将继续上演，伴随经济数据密集出炉仍需警惕空方打压，建议投资

者仍需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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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指期货市场整体表现 

上周 A 股市场总体仍然呈现疲弱态势，沪深 300 指数围绕着 2450 点震荡。投资

者对于经济前景和上市公司业绩预期悲观也令其对市场走势缺乏信心，因此外围

市场利好因素的 A 股市场的刺激作用也较为有限。周四晚间，央行宣布进行非对

称降息，大盘终于在降息消息的刺激在周五午盘后出现反弹。截止 6 日收盘，沪

深 300 指数上涨 0.45%，四大期指合约也分别跟随现货指数小幅收高 0.43%、

0.51%、0.53%、0.77%。 

表 1：沪深 300 及股指期货期货合约表现（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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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3.54 2490.55 2420.00 2472.61 — 0.45 17038.64 2210.42 — 

IF1207 2477 2499.2 2429 2479.6 2481.2 0.43 1978302 14618.74 58312 

IF1208 2482.8 2505 2435.2 2486.6 2487.6 0.51 51141 379.13 7930 

IF1209 2496.2 2516.8 2447.6 2497 2498.8 0.53 27873 207.40 12866 

IF1212 2518.8 2544.4 2477.6 2526.6 2525 0.77 3610 27.17 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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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6）           图 2：IF1207 走势与成交量（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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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新高，6 日收盘期指市场总持仓量达 82301 手，较前

一交易周大幅增加 9583 手。从前二十大会员持仓情况具体来看，前二十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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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IF1207 的持买单总量增加 870 手，持卖单总量增加 1146 手。持仓量变化显示

多空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空方仍然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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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期指市场各合约基差均呈现小幅攀升的态势。2 日~6 日，IF1207、IF1208

最大基差分别为 23.6 点、29.8 点，最小基差-3 点、3.3 点，最大升水较前一周略

有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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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金所下调保证金比例，我们

对保证金比例以及预留资金比例假设也分别做了调整，假设保证金比例为 15%，

预留资金为 10.3%，则初步估算上周 IF1207、IF1208 持有到期最大期现套利收

益率为 0.44%、0.66%，升水的扩大以及保证金比例的下调使得单次期现套利收

益率有所提高。 

上周远月合约与近月合约价差总体仍然呈现震荡态势，不过正如我们此前判断，

价差震荡运行区间较前一交易周略有提升。IF1207 与 IF1208、IF1207 与 IF1209、

IF1207 与 IF1212、IF1208 与 IF1212 的价差运行区间分别为 4.2 点~9 点、13 点

~20.2 点、38.2 点~51.8 点、33.2 点~45.6 点。此前建议关注的 IF1207 与 IF1208

多头跨期套利在上周获取较好收益。预计未来伴随着多空争夺，价差仍会呈现反

复波动，不过运行区间继续提升的空间会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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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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仍将震荡反复 建议谨慎 

从上周市场表现看，投资者谨慎观望的氛围仍较浓厚。尽管降息政策再次体现管

理层维稳的决心，但降息举措背后所暗示的疲弱经济前景也将令市场对经济前景

的担忧情绪有所增加。而就期指市场的持仓情况看，多空分歧持续加大，空方仍

占据主导。因此我们认为市场震荡探底的过程仍未结束，本周多空大战将继续上

演，伴随经济数据密集出炉仍需警惕空方打压，建议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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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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声明 1：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

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

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的

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得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重要声明2：本报告PDF版本由郭靖唯一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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