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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博弈 市场维持震荡 

――股指期货周报（201205028）
分析师： 徐莉莉 SAC NO： S1150511010011 2012 年 5 月 28 日 

 

投资要点： 
 期指先扬后抑 

上周市场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希腊政局有所进展推动外围市场全线反弹，

温总理讲话刺激市场政策预期加强，在此背景下 A 股市场在周一、周二也呈

现反弹。此后由于汇丰发布 PMI 数据显示经济仍难乐观市场信心受到打击，

股指再度回落。截止 5 月 25 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03%，四大期指合约

分别下跌 0.41%、0.12%、0.49%、0.63%。 

 多空仍较谨慎 多方略为积极 
上周期指市场总持仓量增加 5254 手，主要是新上市合约 IF1207 持仓量增加

6019 手，而当月合约 IF1206 持仓量则减少 1146 手。从前二十大会员持仓

情况具体来看，前二十大会员对 IF1206 的持买单总量增加 155 手，持卖单

总量 1393 手。从持仓变化情况看，在政策利好持续出台的影响下多头信心

略有恢复多方增仓更为积极，而空方则增仓意愿不强，不过总体来看目前多

空双方仍然较为谨慎。 

 多因素促使 6 月合约持续大幅贴水 
上周大部分时间 IF1206 合约均处于贴水状态，23 日 IF1206 合约更是创下上

市以来的最大贴水，贴水升至近 30 个点。我们认为 IF1206 合约持续大幅贴

水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据历史经验统计，5 月、6 月、7 月是市场

分红集中时期，因此分红预期成为促使期货价格贴水的重要因素。我们初步

估算了分红对 6 月合约的影响约为 0.36%，9.35 个指数点。由此我们认为分

红预期并不是导致 IF1206 合约大幅贴水的唯一原因，IF1206 合约大幅贴水

也反映出当时期指市场偏空氛围相对较浓。此外，由于目前融券的种类和数

量受到较大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反向套利的实施，这也令期指市场贴

水现象延续较长时间。不过伴随着市场多头信心有所恢复，IF1206 合约的贴

水明显收窄，截止 25 日收盘，贴水已回升至 7.7 点。 

 经济政策博弈 市场维持震荡 
经济增速明显下行令市场的担忧情绪升温，而同时又令投资者对未来政策放

松存有期盼，因此目前市场处于疲弱的经济现状与乐观的政策预期的博弈中。

期指市场多空双方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此外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因素也较多，

预计短期市场仍将维持弱势震荡。建议投资者在市场趋势明朗前谨慎观望，

轻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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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指期货市场整体表现 

上周市场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希腊政局有所进展推动外围市场全线反弹，温总

理讲话刺激市场政策预期加强，在此背景下 A 股市场在周一、周二也呈现反弹。

此后由于汇丰发布 PMI 数据显示经济仍难乐观市场信心受到打击，股指再度回

落。截止 5 月 25 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03%，四大期指合约分别下跌 0.41%、

0.12%、0.49%、0.63%。 

表 1：沪深 300 及股指期货期货合约表现（5.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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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37 2635.78 2563.97 2573.10 — -0.03 22828.05 2377.41 — 

IF1205 2575 2615 2557.8 2565.4 2564 -0.41 1703024 13218.08 49435 

IF1206 2579 2619.6 2558.4 2565.2 2564.4 -0.12 38324 297.79 6019 

IF1209 2592.4 2629.6 2571.8 2577.4 2575.4 -0.49 14606 114.00 6873 

IF1212 2620.2 2655.4 2596.8 2601.8 2601.4 -0.63 3184 25.09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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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25）           图 2：IF1206 走势与成交量（5.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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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4手，主要是新上市合约 IF1207持仓量增加 6019

手，而当月合约 IF1206 持仓量则减少 1146 手。从前二十大会员持仓情况具体来

看，前二十大会员对 IF1206 的持买单总量增加 155 手，持卖单总量 1393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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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持仓变化情况看，在政策利好持续出台的影响下多头信心略有恢复多方增仓更

为积极，而空方则增仓意愿不强，不过总体来看目前多空双方仍然较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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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大部分时间 IF1206 合约均处于贴水状态，23 日 IF1206 合约更是创下上市

以来的最大贴水，贴水升至近 30 个点。我们认为 IF1206 合约持续大幅贴水是由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据历史经验统计，5 月、6 月、7 月是市场分红集中时

期，而根据沪深 300 指数的编制方法，样本股除息指数不予修正，任其自然回落。

因此分红预期成为促使期货价格贴水的重要因素。我们统计了目前沪深 300 成分

股中已经实施分红预案并且派息日在 6 月 15 日之前的个股分红率，同时对分红

预案已经股东大会通过的成分股的分红率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初步估算了分红

对 6 月合约的影响约为 0.36%，9.35 个指数点。（近期我们将对分红预期对期指

价格的影响做一深入分析）。由此我们认为分红预期并不是导致 IF1206 合约大幅

贴水的唯一原因，IF1206 合约大幅贴水也反映出当时期指市场偏空氛围相对较

浓。此外，由于目前融券的种类和数量受到较大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反向

套利的实施，这也令期指市场贴水现象延续较长时间。不过伴随着市场多头信心

有所恢复，IF1206 合约的贴水明显收窄，截止 25 日收盘，贴水已回升至 7.7 点。 

上周跨期套利仍未有较好的机会。IF1206 与 IF1207、IF1209、IF1212 的最大价

差分别为 6.8 点、22.8 点、50.4 点，最小基差分别为-1.6 点、7.8 点、28.8 点，

最大价差波动为 8.4 点、14.8 点、21.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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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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政策博弈 市场维持震荡 

经济增速明显下行令市场的担忧情绪升温，而同时又令投资者对未来政策放松存

有期盼，因此目前市场处于疲弱的经济现状与乐观的政策预期的博弈中。期指市

场多空双方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此外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因素也较多，预计短期市

场仍将维持弱势震荡。建议投资者在市场趋势明朗前谨慎观望，轻仓操作。 

 



                                       股指期货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6 of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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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