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吴期货研究所 

021-63123071 

 

www.dwfutures.com 

 

 

 

 

                     【观点摘要】 

 

股指期货：周一期指品种震荡下跌，跌幅不一。IF主连合约早盘小幅低开后窄幅

震荡，盘中围绕 4600 附近震荡整理后一度回升创新高，下午盘中转头震荡下跌，

临近尾盘低位企稳以长上影中阴报收。其中，IF主力合约加仓九千三百余手，其

较现货贴水 5 点，期指 IF 总持仓增八千余手扩至 19.94 万手。IH 主连合约小幅

增仓，主力合约增仓百余手，总持仓扩至 4.56 万手；IC 主连合约增仓一千五百

余手，总持仓扩至 1.30万手。现货方面，建筑、国防军工、交通运输、钢铁和有

色金属等行业板块小幅上涨，此外粤港澳自贸区、新疆区域振兴、航母、高端装

备制造、一带一路和福建自贸区等概念板块上涨幅度类似，主要指数全面承压回

落，其中中小板指跌幅较大，上证 50指数跌幅明显大于中证 500 指数。 

从技术上看，IF期指高位震荡，盘中再创新高同时振幅加大，日 K线回补上周缺

口并回踩 5日均线遇到支撑，当日量能显著增加总持仓大幅增加，预计 IF期指回

落至 4500点附近震荡整理，IH转贴水 18点，IC持续贴水 217点，二者走势分化

情况有所缓和，逢低远月可多单介入。建议多单仍持有，若继续调整，近月多单

可考虑减仓。 

  

国债期货：周一期债大幅上涨。主力合约 TF1506早盘大幅高开后震荡上涨，临近

尾盘上至 98 点后持稳以跳空长阳报收；主力合约 T1509 较 TF1506 涨幅略大，尾

盘冲高持稳以长下影小阳报收。当日短期资金面偏松依旧，短期资金利率全线回

落，银质押利率回落有限，央行降准后利好中长端国债收益率回落，期现市场均

显著回升。当日 TF成交量较前一交易日小幅增加，三份合约共成交 13531手，总

持仓 45218手，减仓 760手；T成交量当日达 3236手，持仓量 11255 手，加仓 325

手。 

从技术上看，主力合约 TF1506 低位企稳后跳空上涨，日 K 线站上多条均线及 98

整数点支撑，量能小幅增加同时持仓有所减少，目前资金面偏松利好国债收益率

高位回落，后市继续看多。当日国债 ETF 缩量收小阳。建议多单持有，寻机多单

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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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行情综述】 

1.1 股票                                                      2015/4/20 

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 

成交金额 

上证综合指数 4,301.35  4,356.00  4,190.68  4,217.08  -70.22  -1.64  1,147,600,604,263  

沪深 300 4,615.03  4,671.17  4,492.60  4,521.92  -74.22  -1.61  939,264,904,128  

沪深 300 金融 7,554.32  7,554.32  7,196.92  7,203.40  -320.53  -4.26  261,846,922,660  

上证 50 3,267.85  3,296.18  3,146.84  3,164.46  -70.87  -2.19  396,545,655,558  

中证 500 7,967.03  8,051.47  7,801.03  7,839.90  -140.86  -1.76  330,349,024,790  

深证成指 14,132.83  14,288.33  13,814.96  13,871.60  -277.74  -1.96  104,459,071,656  

中小板综 12,064.31  12,085.21  11,754.26  11,796.83  -315.57  -2.61  224,002,184,042  

创业板指 2,462.41  2,493.20  2,411.34  2,424.85  -39.14  -1.59  49,207,064,911  

恒生指数 27,770.79  27,770.79  26,959.77  27,094.93  -558.19  -2.02  211,005,095,928  

恒生国企指数 14,641.11  14,641.11  14,037.16  14,111.34  -425.33  -2.93  45,496,634,018  

点评：周一 A 股震荡加剧，上证综指早盘高开低走，盘中一度跌逾 1%，随后拉升翻红站上 4300 点，午后在创

出逾 7年新高 4356.00点后跳水翻绿，一度下挫逾 2%跌破 4200 点，全天振幅近 4%，成交进一步放大，成交额

突破 1万亿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上证综指跌 70.22点或 1.64%报 4217.08点，深证成指跌 277.74点或 1.96%

报 13871.60 点。两市全天成交约 1.78 万亿元人民币创纪录，其中沪市成交 11476亿。中小板指收盘跌 2.70%，

创业板指收盘跌 1.59%。恒生指数大幅下跌。 

 1.2 期指期现价差  

图 1：IH当月基差（期货-现货）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IF当月基差（期货-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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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IC 当月基差（期货-现货）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1.3 期指主力持仓 

图 2：股指期货多空主力持仓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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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点评：周一主力合约 IF1505 加仓九千余手，日内震荡加剧。所有 IF 合约合并之后的前 20 位席位上，多头

主力加仓 7189 手，空头主力增仓 4491 手，净空单减 2698 手。  

 

1.4 期债 

国债期货行情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1.5 期债价差  

图 4：跨期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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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二、【政经要闻】 

 四大自贸区方案出炉 

4 月 20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在商务部官员的陪同下，四大自贸区

所在省市负责人首次集体亮相，公开介绍四个自贸区的情况。与此同时，国务院连续发布 6 份文件，包括广东、

天津、福建三个新自贸区的总体方案和上海自贸区的进一步深化方案，还包括四个自贸区共用的负面清单以及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 

 

 注册制落地、合伙制开闸 “证券法”提交人大审议 

4 月 20 日，备受关注的《证券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 16 章

338 条，其中新增 122 条、修改 185 条、删除 22 条。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披露，修订草案中提出了取消股票

发行审核制、加强投资者保护、允许设立证券合伙企业、允许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等修改建议。 

 

 经济开局不利 放松未到终点 

央行 20 日实施大力度降准，迅速对一季度糟糕的经济数据做出回应。综合一季度主要宏观数据来看，在房地

产调整、终端消费低迷和出口波动的背景下，基建投资独木难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足，下行风险依旧较大。

从历史上看，经济动能的回升都是建立在货币条件明显改善之后，预计二季度托底政策将继续发力，此次降准

不会是货币政策放松的终点。 

 

 央行注资政策性银行 

央行将以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债转股形式，曲线注资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注资金额分别为 320 亿美元、300 亿

美元。机构认为相比降准，决策层决定为政策性银行注资并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才是近期最重要的刺激措施。 

 

三、【资金综述】 

3.1 关键利率 



东吴期货研究所 

 

www.dwfutures.com                       第 6 页 
 

图 5：质押式回购利率与 SHIBOR利率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利率点评：此前连续数周央行进行 7 天逆回购利率调降至 3.35%，周末全面加定向降准，尽管公开市场资金投

放额度有限，但对近期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资金价格回落影响明显。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利率全线回

落，其中隔夜和一月利率降幅较大，其余各品种利率部分不同程度回落。货币市场利率多数回落，其中 21 天

利率大幅走低，其余品种利率小幅波动。 

 

3.2 关键收益率 

图 6：国债收益率（中债）与国开债收益率（中债）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收益率点评：周一银行间市场现券收益率明显下行，同时利率互换下跌，受降准影响市场资金供给偏充裕情况

仍持续，因此次降准力度高于预期，预计进一步巩固流动性宽松格局，资金利率低位运行亦将成常态，现券收

益率的向下空间也将被打开，近期震荡走强或是主基调。此外降准后周一回购利率再次跳空下行，隔夜已逼近

2%关口，随着资金成本的不断回落，现券重新走强也具备了必要条件。农业发展银行本周一三期金融债进行了

招标，在降准全面提振机构乐观预期的背景下，三期新债均获得了较高的认购倍数，中标收益率悉数低于预期。 

 

四、【观点与策略】 

政策博弈引发市场分歧，期指走势料仍偏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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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观点： 合约 周期 趋势性质 趋势强度 

 IF:1506 中期 多 ★★ 

IF:1505 短线 震荡 ★ 

 IH:1505 短线 震荡 ★ 

 IC:1505 短线 震荡 ★ 

补充说明  

 

交易建议 合约 交易方向 交易区间 头寸周期 资金比例 止盈止损点 

 IF:1509 多单持有  中期 40%  

 IF:1506 多单持有  中期 20%  

 IF:1505 多单持有  中期 20%  

 IH:1505 多单持有  两周以上 20%  

 IC:1505 多单持有  两周以上 20%  

补充说明 期指震荡整理幅度加强背景下，可考虑短期减仓操作。 

简要分析 【分析】周一期指品种震荡下跌，跌幅不一。IF主连合约早盘小幅低开后窄幅震荡，盘中围绕 4600

附近震荡整理后一度回升创新高，下午盘中转头震荡下跌，临近尾盘低位企稳以长上影中阴报收。

其中，IF主力合约加仓九千三百余手，其较现货贴水 5点，期指 IF总持仓增八千余手扩至 19.94

万手。IH 主连合约小幅增仓，主力合约增仓百余手，总持仓扩至 4.56 万手；IC 主连合约增仓一

千五百余手，总持仓扩至 1.30万手。 

现货方面：建筑、国防军工、交通运输、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行业板块小幅上涨，此外粤港澳

自贸区、新疆区域振兴、航母、高端装备制造、一带一路和福建自贸区等概念板块上涨幅度类似，

主要指数全面承压回落，其中中小板指跌幅较大，上证 50指数跌幅明显大于中证 500指数。 

消息面：央行曲线注资政策性银行；粤津闽总体方案获批自贸区扩容；证券法修订草案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出口提速政策护航多利好提振核电股；广东省副省长徐少华：深港通很快

有利好传出；稳增长措施持续发力一季度金融业税收增长 33.4%；一线城市住宅用地遭疯抢，4月

份楼面价溢价率均创新高。 

【操作】IF期指高位震荡，盘中再创新高同时振幅加大，日 K线回补上周缺口并回踩 5日均线遇

到支撑，当日量能显著增加总持仓大幅增加，预计 IF 期指回落至 4500点附近震荡整理，IH转贴

水 18点，IC持续贴水 217点，二者走势分化情况有所缓和，逢低远月可多单介入。 

建议：投资者 IF、IC、IH多单持有。 

（田瑞  联系方式 021-63123071，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资金价格全面回落，期债升势易涨难跌 

行情观点： 合约 周期 趋势性质 趋势强度 

 TF:1506 中期 多 ★★ 

TF:1506 短线 震荡反弹 ★ 

 T:1509 短线 震荡反弹 ★ 

补充说明  

 

交易建议 合约 交易方向 交易区间 头寸周期 资金比例 止盈止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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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1506 多单持有  中期 20%  

 T:1509 多单建仓     

补充说明 TF、T可逢低多单加仓。 

简要分析 【分析】此前连续数周央行进行 7 天逆回购利率调降至 3.35%，周末全面加定向降准，尽管公开

市场资金投放额度有限，但对近期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资金价格回落影响明显。上海银行间

隔夜拆借市场利率全线回落，其中隔夜和一月利率降幅较大，其余各品种利率部分不同程度回落。

货币市场利率多数回落，其中 21 天利率大幅走低，其余品种利率小幅波动。 

债市：周一银行间市场现券收益率明显下行，同时利率互换下跌，受降准影响市场资金供给

偏充裕情况仍持续，因此次降准力度高于预期，预计进一步巩固流动性宽松格局，资金利率低位

运行亦将成常态，现券收益率的向下空间也将被打开，近期震荡走强或是主基调。此外降准后周

一回购利率再次跳空下行，隔夜已逼近 2%关口，随着资金成本的不断回落，现券重新走强也具备

了必要条件。农业发展银行本周一三期金融债进行了招标，在降准全面提振机构乐观预期的背景

下，三期新债均获得了较高的认购倍数，中标收益率悉数低于预期。 

【操作】技术分析：主力合约 TF1506 低位企稳后跳空上涨，日 K 线站上多条均线及 98 整数点支

撑，量能小幅增加同时持仓有所减少，目前资金面偏松利好国债收益率高位回落，后市继续看多。

当日国债 ETF缩量收小阳。 

建议：投资者多单持有，逢低择机加仓。 

（田瑞  联系方式 021-63123071，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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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东吴期货制作及发布。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

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未经本

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及用于其它用途。期市有风险，投

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