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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9 月末央行外汇占款 21 万亿元人民币 

 

 

  

 

股指期货：下行压力加大，降准在路上 

1.核心逻辑：9 月以来宏观数据总体不及预期，无论是社会融资还是

经济数据都在指向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市场降息的预期也在逐步上

升。虽然 7月政治局会议中强调“房住不炒，不将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

的手段”，但我们认为短期不刺激地产不代表不会稳地产。相反，在内、外

部风险不断叠加的背景下，稳地产才是稳经济的关键。就股市而言，内、

外部风险依然存在，短期仍以震荡为主。 

2.操作建议：谨慎做多 

3.风险因素：经济增长、地产投资不及预期 

4.背景分析： 

上证综指 3000 点得而复失，收跌 0.41%，报 2978.71 点；深成指跌

0.31%，报 9642.06 点；创业板指跌 0.27%，报 1656.37 点。万得全 A 跌

0.44%，两市成交额 4235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近 400亿。 

 

 

主力合约 单位 最新 1日变化 5日变化
收盘价 点 3,917.8  -0.4% 2.2%
持仓量 手 45,694   -13.9% -31.7%
成交量 手 63,102   28.2% 4.8%
收盘价 点 2,999.4  -0.4% 2.9%
持仓量 手 21,274   -9.3% -29.4%
成交量 手 27,358   20.3% 6.5%
收盘价 点 5,021.0  -0.6% 1.2%
持仓量 手 44,524   -18.4% -42.1%
成交量 手 56,840   3.3% -12.1%

沪深300

上证50

中证500

单位 最新 过去1日 过去5日
主力基差 点 4.9 1.4 10.4
价差:IF11-IF10 点 -3.8 -2.8 -1.8
价差:IF12-IF11 点 -2.4 -1.4 -1.0
价差:IF03-IF12 点 -1.2 -2.0 -2.2
主力基差 点 17.4 9.2 23.2
价差:IH11-IH10 点 -5.0 -3.4 0.0
价差:IH12-IH11 点 -2.0 -2.0 -2.8
价差:IH03-IH12 点 3.2 3.2 -0.2
主力基差 点 5.3 4.2 9.4
价差:IC11-IC10 点 -45.0 -41.6 -40.8
价差:IC12-IC11 点 -42.8 -38.8 -37.0
价差:IC03-IC12 点 -98.2 -98.0 -98.4

沪深300

上证50

中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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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消息： 

1、 证监会公告，同意安恒信息、鸿泉物联、卓越新能、中国电器、

普门科技、联瑞新材、三达膜等 7家公司科创板 IPO注册。 

2、 科创板上市委公告，有方科技、江苏北人、硕世生物、建龙微纳

等 4 家公司首发申请过会；兴图新科、华润微电子首发 10 月 25

日上会。 

3、 生态环境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目标秋冬季期间 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 4%，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6%。 

4、 商务部：1-9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外企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555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9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620.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2%。 

5、 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公告，取缔省内全部 P2P 网贷业务，包括

省内 P2P 网贷机构，以及外省在湖南从事 P2P 业务的网贷分支机

构。 

 

 

国债期货：融资结构分化，信用传导有待改善 

1.核心逻辑：近期通胀、汇率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进一步

宽松。从央行也无意降息通过竞争性贬值来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影响，而是

通过在香港发行央票、重启逆周期调控来进行调控。因此，短期路还是通

过释放长期资金来对冲陆续到期的 MLF，国债利率回落空间相对有限。 

2.操作建议：谨慎做空 

3.风险因素：美联储降息、贸易摩擦升级 

4.背景分析： 

MLF 意外操作但利率未变打压多头，现券期货震荡走弱。国债期货全

线小幅收跌，10年期主力合约跌 0.06%，5年期主力合约跌 0.02%，2年期

主力合约跌 0.01%。银行间现券收益率小幅上行，幅度不足 1bp；资金面收

敛趋势缓解，主要回购利率高开后走低。 

单位 最新 1日变化 5日变化
沪深300 点 3922.7 -0.3% 2.1%
上证综指 点 2978.7 -0.4% 1.8%
深证综指 点 1635.6 -0.4% 1.6%
中小板综指 点 9111.9 -0.4% 1.2%
创业板综指 点 1656.4 -0.3% 2.1%
上证50 点 3004.7 -0.4% 2.8%
中证500 点 4202.5 -0.3% 2.2%

单位 最新 过去1日 过去5日
北向资金 亿元 27 37 -22
沪深300资金净买入 亿元 -76 -98 18
中证500资金净买入 亿元 -59 -92 29
上证50资金净买入 亿元 -20 -12 6
两市融资余额 亿元 9,494 9,508 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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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消息： 

1. 央行周三开展 2000 亿元 1 年期 MLF 操作，中标利率 3.3%，与上

次持平。 

2. 央行：9月末央行外汇占款212353.95亿元人民币，环比减少 10.45

亿元。 

3. 央行、外管局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允许同一境外主体 QFII/RQFII 和直接入市渠道下的债券进行非

交易过户，资金账户之间可以直接划转，同时同一境外主体通过

上述渠道入市只需备案一次。 

4. 美国纽约联储 10 月 17 日将实施 350 亿美元 14 天期回购操作和

750亿美元隔夜回购操作。 

 

 

 

免责声明： 

本报告立足于结合基本面及技术面对市场价格运行趋势及轮廓进行整体判断，提示可能存在的投

资风险与投资机会。报告中的信息均源自于公开材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

保证。报告仅作参考之用，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所述期货品种的买卖建议，我们也不承担因根据

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 

主力合约 单位 最新 1日变化 5日变化

收盘价 元 98.10 -0.04% -0.37%

持仓量 手 84,119 -1.42% 8.48%

成交量 手 26,359 -14.13% -0.58%

收盘价 元 99.70 -0.01% -0.19%

持仓量 手 33,255 3.14% 13.54%

成交量 手 7,057 -12.13% 1.60%

收盘价 元 100.25 -0.01% -0.05%

持仓量 手 9,149 6.38% 28.52%

成交量 手 20,613 -38.38% 28.05%

十年期

五年期

两年期

单位 最新 过去1日 过去5日

价差:T12-T09 元 0.36 0.34 0.31

价差:T03-T12 元 0.30 0.30 0.34

价差:TF12-TF09 元 0.27 0.24 0.24

价差:TF03-TF12 元 0.27 0.30 0.25

价差:TS12-TS09 元 0.14 0.15 0.14

价差:TS03-TS12 元 0.14 0.14 0.14
两年期

十年期

五年期

资金利率 单位 最新 过去1日 过去5日

DR007 % 0.00 2.69 2.50

R007 % 0.00 2.85 2.67

SHIBOR1W % 2.69 2.68 2.60

SHIBOR3M % 2.73 2.73 2.72

现券价格 单位 最新 过去1日 过去5日

2年期国债 % 2.70 2.70 2.69

5年期国债 % 3.05 3.05 3.00

10年期国债 % 3.17 3.16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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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8757223 

公司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8层 

邮政编码：200125 

公司网址：www.qh168.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