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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 QE 退出预期渐行渐浓 

本周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讲话和美联储发布的会议纪要，将市

场的关注焦点再次聚焦到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何时退出的问题

上。从今年 1 月份到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美联储宽松

货币政策退出预期由渐起到渐强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

元指数被逐步推高，加之疲软的全球经济增长环境，对大宗商

品市场形成打压。 

 

中国：经济疲软态势短期难以改变 

4月份公布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速仍不及预期，短期中国

经济疲软态势难以改变。去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的回升主要

源于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政府主导的基

建投资项目的加码。不过年后随着房地产调控增速加码以及货

币政策转向审慎以及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收紧，国内经济缺

乏进一步上行的动力。 

 

股指震荡上行，下周有望继续震荡反弹 

自 5 月 17 日股指震荡强势突破 4 月中旬以来的震荡区间

（2430-2540）之后，从 K线图上看，市场位于多头格局，一波

上涨过程有望展开。虽然本周（5月 20日至 5月 24日）沪深股

市横盘震荡消化前期涨势，但整体的震荡上涨格局并未被破坏，

上涨过程仍有望延续。但鉴于近期动荡的内外环境，上涨过程

并不会太顺利。不追高，回落多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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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联储 QE 退出预期渐行渐浓 

本周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讲话和美联储发布的会议纪要，将市场的关

注焦点再次聚焦到美联储货币政策何时退出的问题上。从今年 1 月份

到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由渐起

到渐强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元指数被逐步推高，加之疲软的

全球经济增长环境，对大宗商品市场形成打压。 

 

经济好转预期给退出奠定了一定基础 

去年下半年开始，金融危机后长期低迷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恢复。在

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市场的疲软一直是抑制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不

利因素。目前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的态势奠定了房市复苏的基础，为

美国经济长期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于此同时，美联储较为关注的

失业率水平已经从近 10%的高位回落至目前 7.5%左右的水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预期逐步向好，使美联

储退出宽松政策预期逐步升温。虽然自去年 12月份开始美联储四次议

息会议都表示要维持当前的资产购买规模维持不变，但随后发布的会

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已经越来越多的考虑宽松政策的退出。 

目前美联储并不具备立即退出的条件，这也是不断预测未来一段时间

何时退出的重要原因。本周，美国方面公布的经济数据好坏参半，房

地产市场数据继续向好，失业状况有小幅好转，但制造业数据疲软依

旧，这使二季度美国经济虽不至于陷入衰退，但增速有放缓的态势。

一旦美国经济好转，预期将会再度强烈。 

 

美联储仍在犹豫，未来经济情况将决定何时退出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美联储宽松政策经历了退出预期渐起、预期逐渐

强烈、预期具体退出时间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美联储会

议纪要的发布，以及美联储鹰派官员的讲话，都不断加强着美联储将

在未来某一时间退出 QE的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预期

宽松政策何时退出的阶段，这和 2010年以来不断预期何时会推出新一

轮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已经明显不同。 

 

近期美联储在议论何时退出宽松政策之时，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再度

疲软，以欧洲央行、澳大利亚央行、日本央行为代表的各国央行却纷

纷祭出降息等宽松政策，这对推高美元指数有明显的作用。在美国经

济未来复苏预期的推动下，导致资产进一步向美元资产流动，进一步

对美元指数形成向上的刺激作用，将进一步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推动

作用。未来美元指数的走强和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同时出现的概率较

大。 

 

由于投资者对于退出预期的升温，近期美联储的表态明显趋向于谨慎，

美联储表示将考虑经济情况作出何时退出的决定。此时虽然有未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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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向好的预期，但当前美国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好转，短期美国经

济受到缩减财政支出以及消费税增加影响，经济发展并不稳定，并且

全球经济的发展依然疲软。所以每一次的退出都将带来不同程度的对

商品市场的打压，直至美联储真正的由于经济的好转退出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疲软态势短期难以改变 

4 月份公布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速仍不及预期，短期中国经济

疲软态势难以改变。去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的回升主要源于货币政

策宽松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项目的加码。

不过年后随着房地产调控增速加码以及货币政策转向审慎以及政府对

地方融资平台的收紧，国内经济缺乏进一步上行的动力。政府的改革

规划迟迟未能出台，刺激作用也难以体现，并且近期政府更多的体现

出侧重经济转型过程而并不是保持经济增速的态度，二季度国内经济

增速有继续回落的迹象。 

 

货币政策由相对宽松转向谨慎 

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由相对宽松逐步转向审慎，对经济的刺激

作用明显减弱。央行采用两次降息，两次降准的策略主要集中在上半

年，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虽未进一步实施降息等货币政策工具，但

不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银行间市场释放流动性。受此影响，银行间

资金利率相对宽松，相对宽松的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逐步显现。

发改委集中审批项目出现在 7月份，由于效果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时滞，

国内经济增速自 9 月份开始逐步出现回升态势，基本上出现了三个月

左右的滞后期。 

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逐步转向审慎，今年 3 月份两会期间，央

行周小川表示今年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经济急速下滑是那么宽松。年后

央行也确实在流动性方面有所收紧，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上通过正回

购回收流动性，为了应对外汇占款的高位，5 月份央票重启，使央行

回收流动性的意图明显。一季度国内的货币供应显得相对宽松，信贷

增速位于高位，但 4 月份信贷和融资情况又从今年一季度的高点逐渐

回落的态势，与此同时银行间短期资金利率整体上移，将影响整体的

流动性水平，相对收紧的货币政策将在二季度对经济的作用逐步得到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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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社会融资总量相对宽松                                      

 

图表 3  贷款增速二季度初期逐步缩减                       

 

资料来源：迈科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迈科期货研究部 

 

图表 2    二季度初期整体利率重心逐步抬高                                        

 

图表 1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逐步回收流动性                       

 

资料来源：迈科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迈科期货研究部 

 

图表 6   企业利润 3月份再度回落                                         

 

图表 5  投资增速二季度初期逐步回落                     

 

资料来源：迈科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迈科期货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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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震荡上行过程延续，下周有望继续震荡反弹 

自 5月 17日股指震荡强势突破 4月中旬以来的震荡区间（2430-2540）

之后，从 K 线图上看，市场位于多头格局，一波上涨过程有望展开。

虽然本周（5月 20日至 5月 24日）沪深股市横盘震荡消化前期涨势，

但整体的震荡上涨格局并未被破坏，上涨过程仍有望延续。 

本轮反弹，受两方面因素主导，货币宽松预期和改革预期。但预期主

导的上涨过程，并不具备形成大行情的基础。在国内疲软的经济数据

公布之后，对国内降息的预期升温，认为央行将会出台政策刺激经济。

但是随着 5 月份央票的重启，货币宽松预期基本磨灭。后来市场又在

预期国内经济改革中获得了新的上涨动力，关于国内城镇化会议的消

息不断出现，刺激着投资者的神经。从前面对国内未来经济走势分析

来看，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速好转的可能性较低，仅靠预期并难以形成

一波大的上涨过程。所以对这波上涨保持谨慎态度。 

 

近期外围市场并不平静，美股在近期连创新高之后关注回调可能。在

日本经济刺激之下，去年 11 月份以来日经指数从 8000 点上涨至最高

15900 点，近乎翻倍的上涨行情。但一旦资金认为上涨难以为继，出

现回调之后，回落过程将是猛烈的，关注外围市场的表现。外围不太

平静的基本面给了国内市场上涨的压力。 

鉴于近期并不平静的国内外基本面，国内虽有改革预期但靴子迟迟未

落地，整顿地方融资平台以及规范银行理财产品的消息不断出现，国

外股市在宽松政策刺激下的上涨过程有修正需要。所以即使市场保持

上行格局，上涨过程并不会特别顺利。本周市场最低回调至 2558附近

后出现上涨，而 2550附近也是5月中旬突破的前期高点点位。操作上，

保持多头思路，IF1306 合约回调至 2550 附近，或者是向上突破本周

（5月 20日至 5月 24日）的震荡区间高点 2615点之后，选择多头操

作，设好止盈止损点。 

 

 

 

 

 

 

 

 

 

 

 

 

 

 

图表 8   持仓前 20位会员净空持仓量位于高位                                         

 

图表 7  总持仓量位于高位                     

 

资料来源：迈科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迈科期货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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