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5 月 16 日

金融工程

指标值小幅回升
——RSRS 择时模型日报 20190516
金融工程日报
 RSRS 量化择时观点：目前 RSRS 择时策略看多上证综指、中证 500、
创业板指，对上证 50、沪深 300 观点较谨慎。今日（5 月 16 日）收
盘后，各大宽基指数 RSRS 择时策略均未发出交易信号，维持前序观
点，日频指标整体略有上升。从高频指标来看，整体持仓信号数量有
所增加，但各大指数信号仍以空仓为主，短期观点仍较谨慎。综合日
频指标来看，模型目前对市场整体观点中性偏谨慎。
 市场运行情况：今日（5 月 16 日）两市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成交额
较前一交易日有所放量，各大股指均小幅上涨。各宽基指数表现如下：
上证综指上涨 0.58%，上证 50 上涨 0.28%，沪深 300 上涨 0.45%，
中证 500 上涨 0.63%，创业板指上涨 0.33%。资金方面，沪港通中沪
股通资金流出 25.96 亿元，港股通流入 21.3 亿元；而深港通中深港
通资金流出 8.01 亿元，港股通流入 5.83 亿元。
 风险提示：结果均基于模型和历史数据，模型存在失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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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表现：震荡上行
今日（5 月 16 日）两市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成交额较前一交易日有所
放量，各大股指均小幅上涨。各宽基指数表现如下：上证综指上涨 0.58%，
上证 50 上涨 0.28%，沪深 300 上涨 0.45%，中证 500 上涨 0.63%，创业板
指上涨 0.33%。资金方面，沪港通中沪股通资金流出 25.96 亿元，港股通流
入 21.3 亿元；而深港通中深港通资金流出 8.01 亿元，港股通流入 5.83 亿元。

图 1：市场代表指数今日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2：沪港通近 5 日资金净流入数据（单位：亿元）

图 3：深港通近 5 日资金净流入数据（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光大证券研究所

2、RSRS 今日观点：指标值小幅上升
在《RSRS 指标择时——技术择时系列之一》与《RSRS 指标择时及行
业轮动——技术择时系列报告之二》两篇报告中，我们介绍了 RSRS 择时策
略以及在不同频率数据下择时的效果。该模型通过对目前阻力与支撑的强度
大小关系进行刻画来对市场未来方向做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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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RSRS 择时策略看多上证综指、中证 500、创业板指，对上证 50、
沪深 300 观点较谨慎。今日（5 月 16 日）收盘后，各大宽基指数 RSRS 择
时策略均未发出交易信号，维持前序观点，日频指标整体略有上升。从高频
指标来看，整体持仓信号数量有所增加，但各大指数信号仍以空仓为主，短
期观点仍较谨慎。综合日频指标来看，模型目前对市场整体观点中性偏谨慎。

表 1：各指数 RSRS 指标日频择时信号（日线择时）
指数

持仓/空仓

上次信号

上次操作至今指数涨幅

今日指标值

上证综指

持仓

2019-01-31 买入

14.36%

0.73

上证 50

空仓

2019-04-24 卖出

-6.17%

0.06

沪深 300

空仓

2019-04-24 卖出

-7.10%

0.41

中证 500

持仓

2019-02-18 买入

9.60%

1.02

创业板指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持仓

2019-02-11 买入

16.53%

0.66

表 2：各指数不同频率下 RSRS 今日指标值
频率

上证综指

上证 50

沪深 300

中证 500

创业板指

日线

持仓（0.73）

空仓（0.06）

空仓（0.41）

持仓（1.02）

持仓（0.66）

1 小时

空仓（-2.48）

空仓（-2.46）

空仓（-2.65）

空仓（-0.45）

空仓（-2.06）

30 分钟

空仓（0.34）

空仓（-0.07）

空仓（0.12）

空仓（-0.24）

持仓（0.41）

5 分钟
空仓（0.60）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持仓（0.83）

持仓（0.51）

持仓（0.86）

空仓（-0.89）

3、风险提示
本报告中的结果均基于模型和历史数据，历史数据存在不被重复验证的
可能，模型存在失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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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说明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
无评级
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A 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
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评级
买入
增持
中性
减持
卖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
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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