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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将出台再融资、分拆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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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重集体下挫，上证指数收跌 1.32%，报收 2938.14 点；深成指下跌

1.16%，报收 9533.51点；创业板指下跌 0.58%，报收 1648.63点。万得全

A跌 1.34%，两市成交额 4158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大超 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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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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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1.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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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1.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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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加快创业板改革，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完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等一系列基础制度；将

充分发挥科创板试验田作用，出台再融资、分拆上市等制度规则，

细化红筹企业上市有关安排，吸引更多优秀科创企业上市。 

2、 中基协会长洪磊：私募基金累计投资于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

权、新三板企业股权和再融资项目数量达 10.75 万个，为实体经

济形成股权资本金 6.03万亿元；协会近期正在认真研究并于近期

推出《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类 FOF投资尽职调查指引》，促进提升

行业专业化水平。 

3、 央行行长易纲出席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启动仪式并致辞。易纲在

致辞中肯定了平台对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积极意义，表示中

国高度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国内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迅速、潜力

巨大，中国愿与平台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4、 中国前三季度 GDP同比增 6.2%，预期 6.3%，上半年增速为 6.3%。

分季度看，一季度增 6.4%；二季度增长 6.2%；三季度增 6.0%，

预期 6.1%。 

5、 证监会修改并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主要修改

内容包括：一是取消重组上市“净利润”指标；二是将“累计首

次原则”期限缩短至 36个月；三是允许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资产在创业板重组上市；四是恢复重

组上市配套融资；五是丰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协议和承诺监

管措施，加大问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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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最新 过去1日 过去5日
北向资金 亿元 -12 17 37
沪深300资金净买入 亿元 -174 -15 105
中证500资金净买入 亿元 -92 -35 -31
上证50资金净买入 亿元 -59 0 74
两市融资余额 亿元 9,503 9,503 9,468

单位 最新 1日变化 5日变化
沪深300 点 3869.4 -1.4% -1.1%
上证综指 点 2938.1 -1.3% -1.2%
深证综指 点 1616.7 -1.2% -1.2%
中小板综指 点 9030.8 -1.1% -1.2%
创业板综指 点 1648.6 -0.6% -1.1%
上证50 点 2963.2 -1.6% -0.7%
中证500 点 4143.2 -1.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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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背景分析： 

国债期货全线收跌，10 年期主力合约跌 0.25%，5 年期主力合约跌

0.12%，2年期主力合约跌 0.04%。 

 

 

 

 

重要消息： 

1. 央行周五公开市场开展 3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

购到期，因此净投放 300亿元，本周全口径净投放 2300亿元。 

2. 中证协发布《证券公司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能力评价办法（试行）》，

能力评价指标共五类，分别为证券公司公司债券基础保障能力指

标、公司债券业务能力指标、公司债券合规展业能力指标、公司

债券项目风险控制实效指标与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指标。首次证券

公司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能力评价将于 2020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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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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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0 2.66 2.51

R007 % 2.80 2.78 2.50

SHIBOR1W % 2.69 2.66 2.59

SHIBOR3M % 2.75 2.74 2.72

现券价格 单位 最新 过去1日 过去5日

2年期国债 % 2.73 2.72 2.69

5年期国债 % 2.98 3.00 3.05

10年期国债 % 3.19 3.16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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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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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