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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还有回落空间！ 

投资要点 

今日三大期指大幅回调，其中 IF、IH 回调力度相对较大，IF、IH、IC 涨幅

分别为-1.22%、-1.28%、-0.61%。从会员持仓分析来看，临近交割三大期指的多

空会员持仓均大幅下降，而总持仓量整体变化不大，IF、IH、IC 总持仓量分别变

化-165 张、430 张、-435 张，说明针对本周的期指交割主力资金在移仓，整体多

空平衡没有改变，预计短期震荡向上的格局未变；现货市场表现来看，今日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普遍下跌，领涨的行业指数只有建筑材料、农林牧渔、纺织服装，

涨幅分别为 0.21%、0.16%、0.09%，领跌的行业主要是非银金融、医药生物、

国防军工、食品饮料、通信，跌幅仅为 1.96%、1.32%、1.24%、1.11%、1.11%。 

利率上涨，中小创短期或面临调整。短期中小创持续领涨 A 股市场，主要是

因为“两会”期间市场流动性充裕，并且期间频频出现扶持创新经济的信号，中

小创整体估值已经持续下跌了两年后产生的估值修复，而现在这几个基本面条件

已经开始出现变化，短期利率开始出现上涨，如图 4.1 所示，并且从 2 月份已经

披露的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出口同比增速达 44%，国内经济依旧具有很强韧性，

在长端利率的体现来看，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持续高于 5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

率，如图 4.2 所示，说明目前机构投资者依旧看好中国经济。我们依旧认为中小

创具有很高的战略配置价值，对比周期股以及美国的科技股，目前国内的成长股

整体估值水平已经不算昂贵，随着政策扶持预计成长股的内生性增长将会被激发

出来，但是短期中小创的持续大幅上涨存在较明显的非理性市场情绪，主要是因

为该板块的业绩目前依旧没法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建议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要盲

目追涨。 

三大期指跨期价差走弱，给短期 A股回落增加了回调预期。从图 2.2.1 至图

2.2.3 所示，三大期指的跨期价差均出现走弱迹象，特别是远月合约对应的价差

走弱的力度更大，在短期 IC 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远月合约迟迟未能领先近月合

约，也说明主力资金并没有真正的认可 IC 牛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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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现货及期货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上证 50 现货及期货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中证 500 现货及期货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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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 

表 1.1 各股指期货合约升贴水 

IF.CFE 

  当月 下月 下季 隔季 

价格 4,075.20  4,067.00  4,051.20  4,036.20  

涨跌 -37.20  -41.20  -37.40  -38.60  

涨跌幅 -1.22% -1.33% -1.35% -1.34% 

贴水 -16.05  -24.25  -40.05  -55.05  

贴水率 -0.39% -0.59% -0.98% -1.35% 

IH. CFE 

  当月 下月 下季 隔季 

价格 2,874.80  2,871.40  2,867.00  2,852.40  

涨跌 -29.80  -30.80  -28.40  -35.00  

涨跌幅 -1.28% -1.48% -1.52% -1.65% 

贴水 -8.58  -11.98  -16.38  -30.98  

贴水率 -0.30% -0.42% -0.57% -1.07% 

IC. CFE 

  当月 下月 下季 隔季 

价格 6,241.00  6,202.00  6,143.20  6,054.40  

涨跌 -27.20  -28.60  -21.00  -19.80  

涨跌幅 -0.61% -0.68% -0.66% -0.62% 

贴水 -13.15  -52.15  -110.95  -199.75  

贴水率 -0.21% -0.83% -1.77% -3.19% 

数据来源：wind，南华研究 

 

表 1.2:申万一级行业最新市场表现 

行业名称 今日涨幅 5 日涨幅 10 日涨幅 30 日涨幅 年初至今 

建筑材料 0.21% 2.40% 4.05% 12.04% 2.26% 

农林牧渔 0.16% 2.29% 2.80% 8.88% -4.30% 

纺织服装 0.09% 2.60% 3.10% 10.33% -0.35% 

银行 -0.03% -0.30% 0.29% -0.03% 3.99% 

公用事业 -0.07% 5.41% 7.09% 23.36% 7.95% 

休闲服务 -0.16% 1.66% 4.14% 14.64% 10.79% 

家用电器 -0.19% 1.47% 4.36% 11.52% 8.73% 

房地产 -0.33% -1.68% 1.26% 5.88% 1.40% 

采掘 -0.35% 0.70% 0.90% 3.16% -3.24% 

汽车 -0.38% 2.37% 4.02% 11.85% -2.16% 

化工 -0.40% 2.48% 2.70% 11.16% 0.24% 

有色金属 -0.44% 2.44% 2.84% 12.5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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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0.51% 1.04% 2.03% 7.97% 0.11% 

电气设备 -0.54% 3.40% 4.48% 13.92% -3.63% 

商业贸易 -0.57% 2.21% 3.63% 10.80% -0.58% 

钢铁 -0.59% -1.26% -2.36% 1.61% 2.97% 

传媒 -0.62% 4.32% 4.37% 13.12% 1.87% 

综合 -0.71% 0.63% 3.31% 11.55% -7.44% 

机械设备 -0.76% 2.02% 3.54% 11.54% -4.07% 

公用事业 -0.79% -0.10% 2.28% 9.01% -4.92% 

建筑装饰 -0.85% 0.45% 1.60% 6.98% -4.36% 

轻工制造 -0.89% 1.11% 2.30% 10.47% 0.12% 

电子 -1.08% 3.66% 5.49% 18.10% 0.53% 

通信 -1.11% 3.94% 4.78% 17.10% -3.20% 

食品饮料 -1.11% -0.82% -0.80% 4.20% -2.02% 

国防军工 -1.24% 1.95% 2.88% 14.12% -5.30% 

医药生物 -1.32% 0.51% 5.64% 14.31% 1.75% 

非银金融 -1.96% 1.92% 4.54% 7.98% -1.10% 

2. 套利跟踪 

2.1. 期现套利 

图 2.1.1 IF与现货基差图 图 2.1.2：IH与现货基差图 

  

资料来源： 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 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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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IC 与现货价差 

 
数据来源：wind，南华研究 

 

2.2. 跨期套利 

 

图 2.2.1 IF跨期价差 图 2.2.2 IH跨期价差 

  

资料来源： 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 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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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跨期价差

 

数据来源：wind，南华研究 

 

2.3. 跨品种套利 

图 2.3.1 IF与 IH价差 图 2.3.2：IC与 IF 价差图 

  

资料来源： 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 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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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IC 与 IH价差 

 
数据来源：wind，南华研究 

3. 情绪指标跟踪 

 

图 3.1 50ETF期权情绪指标跟踪 

 

数据来源：wind，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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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利率 

 

图 4.1 短期利率 图 4. 2：长期利率 

  

资料来源： 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 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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