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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要点： 

政治局会议在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上，肯定了防疫和经济修复

已经取得一定效果，强调经济问题的时效性，因此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

加以认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需要扩大国内市场以构建完整

的内需体系，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刺激内部新供给

和需求，更好地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货币政策方面，预计下半年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下半年货币政策依然是宽信用稳货币的组合，货币政

策暂未到退出时，收敛而非收紧，央行在货币工具的使用上可能更为灵

活，信用扩张预计边际放缓但更为精准地导向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财

政政策上坚持积极有为的态度，强调要注重实效性。考虑到上半年已经

确定财政空间，而 上半年投放速度较慢，下半年可用的财政资金较多，

政策表态也更加注重项目落地，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将进一步

加快。 

美联储主要传递了偏鸽派的信号，对经济修复持续支撑和货币宽松

的基调没有改变，但鲍威尔无明确指向性的发言给市场更多的想象空

间，会后资产价格波动较大，标普 500 指数和黄金价格震荡走高，十年

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则震荡下行。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依然在于疫情

的二次复发以及下半年美国大选进入关键阶段，在多方因素叠加作用

下，美联储按兵不动的态度在三季度预计仍将持续，美债可能维持当前

的低位震荡，美股或将面临回调风险。 

策略要点： 

股指： 

整体上，经济增长良好，稳货币宽信用的格局下股指短期内上行动

力仍在，期指可逢低做多IC2012。期权方面，多头资金或不再如此前坚

定，资金进出频繁将促使股指难以形势明确的大单边行情。策略选择上，

由于今年以来“黑天鹅”事件频出，在当前高波动率水平下卖出看跌期

权仍存在较大的尾部风险。因此，从策略的稳健性考虑，建议当下持有

或新仓构建8月合约股指期权牛市价差组合策略应对预期波动率缓和下

的股指上涨行情。 

国债： 

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经济走势，要求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

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整体来

看，宽信用，稳货币仍是未来政策的主线，对于国债而言整体是利空的。

此外，资管新规延期反而是利好债市的。资管新规的延期一方面可以帮

助金融机构稳定预期，短期内减少不必要的抛售，二是能避免资金收缩

给时长带来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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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焦点：政治局和美联储会议的看点 

（一）政治局会议 

1、肯定短期经济形势，中长期做持久准备 

在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上，肯定了防疫和经济修复已经取得一定

效果，强调经济问题的时效性，因此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本次

会议首次提出“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这一概念，将经济发展的考

量融入更完整的经济周期中，而今年上半年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主要是

应对新冠疫情的逆周期调节所致，预计在疫情冲击过后，随着经济运行恢

复正常，后续对稳定宏观杠杆率的要求可能逐步回归。 

2、内外循环格局确立 

对于工作目标的树立，坚持之前4月会议上提出的落实“六保”和“六

稳”工作，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需要扩大国内市场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

系，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刺激内部新供给和需求，更

好地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就要求继续扩大

开放，通过促进国内外商品和要素之间的流动、推动国内外机制体制等标

准的对接、优化国际商业环境等实现全球经济良性循环。短期政策可能在

促进居民消费意愿、推进有效投资、减税降费释放企业活力等需求端的政

策上有所发力，此外，这一理念对于把握动态调控的诉求可能更高，因此

未来政策方向或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民生、国际等多方关系中灵活转变。 

3、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定位出现了明显

变化 

货币政策方面坚持此前灵活适度的态度，但重效果高于重力度，对于

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的运用不再提出明确的指示，转而货币政策的

强调精准导向性，表态应当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预

计下半年货币政策仍将保持下半年货币政策依然是宽信用稳货币的组合，

货币政策暂未到退出时，收敛而非收紧，央行在货币工具的使用上可能更

为灵活，信用扩张预计边际放缓但更为精准地导向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 

财政政策上坚持积极有为的态度，强调要注重实效性。考虑到上半年

已经确定财政空间，而 上半年投放速度较慢，下半年可用的财政资金较

多，政策表态也更加注重项目落地，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将进一

步加快。 

4. 基建预计稳重有升 

基建制造业投资方面，本次会议从此前关注的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

础设施投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老旧小区改

造等转向强调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预计下半年对新基建的倾斜力度或

将有所加大，基建投资高增长的预期将有所降温，基建投资稳中有升。 

 

（二）美联储会议 

1. 鸽派信号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经济修复仍然严峻 

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区间不变，与此同时将超额

准备金利率维持在 0.1%不变，延长危机工具箱3个月到2021年3月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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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买国债与MBS的节奏不会慢于当前，会动用所有工具帮助经济实现目

标。整体表现鸽派，会议决策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此次会议虽然释放了一些诸如商业活动持续恢复这样的经济改善信

号，但美联储表示近期经济活动依然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会议明确了就

业市场的边际改善，同时指出“但仍远低于年初水平”，劳动力市场要重

回紧张状态需花费8至10年。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疫情的二次反弹造

成多个州重回部分封闭状态，鲍威尔发言中尤其关注“疫情反弹”这个变

量，强调“经济发展路线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发展”。在疫情尚无明

确方向性变化信号的情况下，美联储在肯定边际复苏的前提下对于复苏的

程度以及未来节奏仍较为谨慎，目前持观望态度。 

 

2. 货币政策刺激有限，财政政策空间更大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较为灵活，在必要时可以做出相应调整，但当

前的企业债购买、央行流动性互换等多项政策均有期限，暗示只要疫情影

响结束，美联储就可能逐步退出当前的超宽松状态。而在讲话中鲍威尔多

次明确美国经济需要更多财政刺激支持，并表达了财政政策可以解决美联

储无法应对的问题并为美联储进一步实施货币放松提供必要的场景。因此，

从整体来看，在流动性已经回归充裕水平和美债利率保持低位的背景下，

货币政策刺激效果已经有限，未来美国经济的修复必然需要在财政政策上

打开更多空间。 

 

3. 需求对通胀影响更大，前瞻指引或有转变 

通胀存在结构分化，虽然疫情限制了包括食品在内的部分商品供应进

而导致其价格显著上涨，但需求端的冲击更为显著，需求的走弱更大程度

地压低了通胀，因此目前通胀率仍低于2%的通胀目标，预计下半年美国仍

难有高通胀。此前美联储的前瞻指引主要和通胀挂钩，而为期1年的长期

政策评估框架即将收尾，在当前较为低迷的通胀环境下，市场预期未来美

联储可能把就业和通胀同时纳入指引，因而可能设定高于当前水平的通胀

目标。 

 

4. 会后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多重影响下短期难转向 

本次会议主要传递了偏鸽派的信号，对经济修复持续支撑和货币宽松

的基调没有改变，但鲍威尔无明确指向性的发言给市场更多的想象空间，

会后资产价格波动较大，标普500指数和黄金价格震荡走高，十年美债收

益率与美元指数则震荡下行。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依然在于疫情的二次复

发以及下半年美国大选进入关键阶段，在多方因素叠加作用下，美联储按

兵不动的态度在三季度预计仍将持续，美债可能维持当前的低位震荡，美

股或将面临回调风险。 

 

二、本周策略：期权持有牛市价差，期债关注

资金面变动情况 

股指期货期权 

上周股指震荡上行，截止7月31日，上证50、沪深300和中证500的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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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线和10日均线开始掉头向上。 

市场期待已久的政治局会议结果在7月30日发布，会议表示二季度经

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释放出中短期内经济良好增长的预期，增强了市场

对企业盈利逐渐修复的确定性，而且7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为51.1%，超

过预期和前值，制造业持续改善。货币政策增加了精准导向的描述，下一

阶段可能不再以量为主，更注重目前已有政策的落地，无风险利率可能会

继续上行，但是宽信用会继续实施，风险溢价或下行。 

海外二季度的经济表现较差，德国第二季度未季调GDP初值同比降

11.7%，为1970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二季度GDP折合成年率萎缩32.9%，

创纪录最大降幅。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于0%-0.25%不变，符合预

期，重申将动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主席鲍威尔称，美国正在经历“我们

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疫情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需要更多财政政策支持。美联储强化了鸽派立场，美元跌幅扩大，其实美

元从3月下旬以来就持续走弱，人民币有一定的支撑，而且A股市场无论从

基本面还是估值来看都优于目前的美股，中期来看A股的配置价值仍然较

优，北上资金仍然有流入的动力。 

周末TikTok收购事件引发热议，中美的争端不仅仅在贸易方面，11月

的大选在即，叠加美国经济的严重下滑，下半年两国之间可能还会有其他

的摩擦，虽然政治局会议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是对风险偏好还

是有所抑制。 

整体上，经济增长良好，稳货币宽信用的格局下股指短期内上行动力

仍在，期指可逢低做多IC2012。期权方面，多头资金或不再如此前坚定，

资金进出频繁将促使股指难以形势明确的大单边行情。策略选择上，由于

今年以来“黑天鹅”事件频出，在当前高波动率水平下卖出看跌期权仍存

在较大的尾部风险。因此，从策略的稳健性考虑，建议当下持有或新仓构

建8月合约股指期权牛市价差组合策略应对预期波动率缓和下的股指上涨

行情。 

国债期货 

从7月初到7月28日，10年期国债期货下跌了0.8%，10年期国债收益率

上行了6.6bp，5年期国债期货下跌了0.59%，5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了6.9bp，

2年期国债期货下跌了0.35%，2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了16.4bp。从走势来看，

7月份国债期货行情犹如过山车，多空因素不断交织。7月初PMI数据超市

场预期，股市大涨压制期债。7月中旬“股债跷跷板”效应减弱，中美关系

紧张引发避险情绪抬升，期债有所回暖。7月下旬以来，避险情绪抬升、经

济数据向好、股市反弹、通胀变化以及债券供给忧虑增加等多空因素交织，

期债开始又开始震荡走弱。整体来看，短期内多空因素不断交织，在货币

政策行动或基本面变动前，期债或将继续宽幅震荡。 

资金面上看，止上周五，R001加权平均利率为1.921%，较上周涨4.29

个基点；R007加权平均利率为2.3254%，较上周涨23个基点；R014加权平

均利率为2.3848%，较上周跌5.19个基点。目前市场资金利率虽然有所回升，

但是依旧较为宽松。但是从结构上来看，同业存单利率的上行或引发资金

面的紧张，而同业存单利率上行源于监管层对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打压。根

据数据显示，6月份窗口指导下，结构性存款环比已经减少了1万亿元。结

构性存款的压降需要其他负债来进行弥补，截至7月24日，同业存单发行

规模已达到1.29万亿，连续两个月出现回升，市场预计净融资规模环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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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增近4000亿元。但是相比起同期1万亿结构性存款的压降，同业存单

的净融资量依旧较少，这可能也是6月份银行总资产出现回落的原因之一，

而在此背景下，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不断飙升，截止目前发行利率环比6月

份至少上行了50bp。目前同业存单利率与隔夜回购利率出现了背离，如果

后续银行负债压力不减，且央行继续维持中性态度的话，不排除资金利率

全面收紧的情况，鉴于当前长短端利差恢复至年初水平，如果资金利率大

幅上行，长端债券利率亦会出现同等幅度的调整。 

政策方面，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经济走势，要求货币政策要更加灵

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

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整

体来看，宽信用，稳货币仍是未来政策的主线，对于国债而言整体是利空

的。此外，资管新规延期反而是利好债市的。资管新规的延期一方面可以

帮助金融机构稳定预期，短期内减少不必要的抛售，二是能避免资金收缩

给时长带来的波动。 

 

三、市场表现：股指国债期货数据跟踪 

股指期货 

上证综指上涨3.54%，深证成指上涨5.43%，创业板指上涨6.38%，沪

深300指数上涨4.2%，上证50指数上涨2.88%，中证500指数上涨4.71%。期

指方面，上周IF主力合约上涨4.01%，IH主力合约上涨2.54%，IC主力合约

上涨4.77%。 

期现价差方面，上周IF期现价差（期-现）从-40.59点升至-35.45点，IH

期现价差从-13.89降至-16.14点，IC期现价差从-79.98点升至-63.67点。 

持仓方面，从上周前5席位持仓变化来看，IF净持仓减少了1782手、IH

净持仓减少了5747手、IC净持仓减少了330手。从上周前20席位持仓变化

来看，IF净持仓减少了3644手、IH净持仓减少了4921手、IC净持仓减少了

4884手。 

流动性方面，截至2020年7月31日，央行上周共有5笔逆回购，总额为

2800亿元；共有3笔逆回购到期，总额为1600亿元；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

（含国库现金）共计1200亿元。截至2020年7月31日，R007上周上涨23BP

至2.33%，SHIB0R隔夜利率下跌5.50BP至1.79%。 

股市资金面方面，截至上周四（7月30日），A股融资融券余额为

14169.8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14093.75亿元增加76.12亿元。外资方面，

上周陆股通北上资金净出42.57亿元，前周净流出247.51亿元，连续三周净

流出。本周（8月3日至8月9日）一共有34家公司54.06亿股限售股解禁，解

禁市值为703.06亿元，环比减少1062.16亿元。 

外围股市方面，上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16%，德国DAX指数下跌

4.09%，日经225指数下跌4.58%，恒生指数下跌0.45%。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中共有 250 家公布除权

除息日，其中 241 家已实施分红，9 家尚未实施分红。上证 50 指数成分股

中共有 42 家公布除权除息日，其中 41 家已实施分红，1 家尚未实施分红。

中证 500 指数成分股中共有 381 家公布除权除息日，其中 376 家已实施分

红，5 家尚未实施分红。 

沪深 300 指数期货方面，分红对 IF2008、IF2009、IF2012、IF210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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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点数分别为 7.66 点、7.66 点、7.66 点、7.66 点。上证 50 指数期货方

面，分红对 IH2008、IH2009、IH2012、IH2103 的影响点数分别为 3.87 点、

3.87 点、3.87 点、3.87 点。中证 500 指数期货方面，分红对 IC2008、IC2009、

IC2012、IC2103 的影响点数分别为 3.16 点、3.16 点、3.16 点、3.16 点。 

IF 合约方面，IF2008、IF2009、IF2012、IF2103 的价差（期-现）分别

为-35.45 点、-56.85 点、-102.25 点、-127.25 点。剔除分红因素后，纠正价

差分别为-27.79 点、-49.19 点、-94.59 点、-119.59 点。 

IH 合约方面，IH2008、IH2009、IH2012、IH2103 的价差（期-现）分

别为-16.14 点、-24.34 点、-30.34 点、-38.74 点。剔除分红因素后，纠正价

差分别为-12.26 点、-20.46 点、-26.46 点、-34.86 点。 

IC 合约方面，IC2008、IC2009、IC2012、IC2103 的价差（期-现）分

别为-63.67 点、-121.67 点、-305.47 点、-453.67 点。剔除分红因素后，纠

正价差分别为-60.51 点、-118.51 点、-302.31 点、-450.51 点。 

国债期货 

上周，国债期货大幅回落。10年期国债期货下降了1.15%至98.84，5年

期国债期货下降了0.66%至100.73，2年期国债期货下降0.09%至100.73。 

成交量方面，10年期国债期货成交320588手，5年期国债期货共成交

101232手，2年期国债期货成交31400手。 

持仓量方面，上周10年期国债期货共有98323手持仓，5年期国债期货

共有42927手持仓，2年期国债期货持仓为20230手。 

现券收益率方面，2年期国债中证到期收益率上行9.8bp，5年期国债中

证到期收益率上行8.4bp，10年期国债中证到期收益率上行9.9bp。 

 

股指期权 

T型报价方面，截止7月31日，看涨期权的成交和持仓都集中在执行价

4800点，看跌期权成交相对分散，沪深300指数短期内可能还有上行空间。 

截止7月31日，30天历史波动率快速攀升，为37.72%，较一周前下跌

了0.8%，较前一个交易日小幅下跌0.4%。上周历史波动率小幅下降，但仍

处于高位，凸显出沪深300收益波动相对较小的特征。成交C/P为1.37，持

仓C/P为1.12， 8月份期权的平值隐含波动率29.22%，波动率微笑左偏态有

所抬升。 

图:新增投资者数量（万户） 图:两融余额（亿元）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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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沪股通、深股通净流入金额（亿元） 图:资金净主动买入金额（亿元）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图:两市成交金额（%） 图:两市换手率（%）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图：10年和2年期限利差（%） 图：10年和5年期限利差（%）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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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信用利差（%） 图：公开市场操作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表：分红对股指期货的影响     

 

数据来源: 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图：沪深300股指期权T型报价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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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2008 4659.60 4695.05 7.66 -35.45 -27.79 4711.18 4658.47

IF2009 4638.20 4695.05 7.66 -56.85 -49.19 4732.88 4629.51

IF2012 4592.80 4695.05 7.66 -102.25 -94.59 4803.93 4534.29

IF2103 4567.80 4695.05 7.66 -127.25 -119.59 4875.79 4437.38

IH2008 3233.20 3249.34 3.87 -16.14 -12.26 3261.93 3225.44

IH2009 3225.00 3249.34 3.87 -24.34 -20.46 3276.96 32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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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2009 6458.00 6579.67 3.16 -121.67 -118.51 6640.31 6477.91

IC2012 6274.20 6579.67 3.16 -305.47 -302.31 6739.94 6310.96

IC2103 6126.00 6579.67 3.16 -453.67 -450.51 6840.69 61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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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沪深300股指期权成交和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图：波动率微笑 图：波动率期限结构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图：历史波动率 图：波动率圆锥 

  

数据来源：Wind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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