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期货日报

2018 年 6 月 13 日

金融期货日报

中银国际期货研究部

【摘要】
股指期货：
我们预计市场震荡调整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尤其
是在 3000 到 3500 点整数关口之间的区间范围内。导
致市场震荡的因素仍将长期存在。
建议投资者采取市场中性的阿尔法策略。持有各
类优质股票，包括少数可以明确证明自身投资价值的
创新类、成长类股票和优秀的消费类股票，空沪深 300
指数，获取稳健的绝对投资收益。

国债期货：
国债期货周三全面反弹，前的各种担忧被市场快
速消化，包括国际方面‘特金会’成果略超市场预期。
资金面在临近月中的背景下开始趋紧。美联储加息后
央行将如何跟牌，是在基准利率跟随加息还是在公开
市场提价，以及宏观经济数据好坏等扰动因素。
但周二盘后披露的经济数据中信贷数据不及预期，
使得现券市场收益率快速回落，失掉了日内大部分的
涨幅。周三期债有所反弹。后市短期注意资金面趋紧
可能带来的对期债反弹动能的掣肘以及周四披露的
宏观经济数据的情况。
中银国际期货研究报告可在中银国际期货网站上获取（www.bocifco.com）

股指期货

◆ 市场行情回顾
6 月 13 日，股指期货三大主力合约均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IF 主力合约
IF1806 收于 3778.4 点，跌 1.21%；IH 主力合约 IH1806 收于 2659.6 点，跌
0.84%；IC 主力合约 IC1806 收于 5603.0 点，跌 1.62%。
股票现货市场方面，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沪深 300 指数、上证 50 指数、
中证 500 指数和创业板综指分别跌 0.97%、跌 1.49%、跌 0.98%、跌 0.60%、
跌 1.52%和跌 1.83%。

◆ 当日重要信息
6 月 13 日，人民银行公告称，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300 亿元（7 天 600
亿元、14 天 400 亿元、28 天 3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当日，有 6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实际净投放 700 亿元。
6 月 12 日收盘后，人民银行发布 5 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和社会融资规
模统计数据报告。
5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 8.3%；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 6%；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27.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6%。
社融方面，5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608 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3023
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14 万亿元，同比少增
384 亿元。

◆ 后市分析展望
我们预计市场震荡调整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尤其是在 3000 到 3500 点整
数关口之间的区间范围内。导致市场震荡的因素仍将长期存在。
在现有预期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将更加重视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强
调“三大攻坚战”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增强在高科技领域的战略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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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实力。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并且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就在高科
技领域。
而这种最高层面政策的长期坚定性和巨大的推动力度必将对资本市场产
生巨大的影响，很可能会催生一次新的“结构性行情”。
预计 A 股中期来看仍处于温和震荡、上涨的趋势之中。短期内，震荡
是 A 股市场的主要特征，震荡的幅度还可能比较剧烈。
建议投资者采取市场中性的阿尔法策略。持有各类优质股票，包括少
数可以明确证明自身投资价值的创新类、成长类股票和优秀的消费类股票，
空沪深 300 指数，获取稳健的绝对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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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

一、 行情回顾
五年期主力合约 TF1809 收于 97.540，涨 0.13%，持仓量 16607 手，日减
仓 562 手，成交量 6544 手；
十年期主力合约 T1809 收于 94.630，涨 0.24%，持仓量 51667 手，日增
仓 161 手，成交量 3.02 万手。

二、 财经要闻
财政部两期国债中标利率低于中债估值，财政部 2 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
3.2784%，边际利率 3.3113%，全场倍数 2.19；5 年期国债中标利率 3.4763%，
边际利率 3.4957%，全场倍数 2.64。。

三、 公开市场
央行公告称，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300 亿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6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净投放 700 亿元。周四将有 800 亿逆回购到期。

四、 后市展望
国债期货周三全面反弹，印证了我们昨天的观点。
此前的各种担忧被市场快速消化，包括国际方面‘特金会’成果显著，
双方签署文件，美朝会晤成果略超市场预期。资金面在临近月中的背景下开
始趋紧，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利率、shibor 多数上涨。此外美联储加息后央行
将如何跟牌，是在基准利率跟随加息还是在公开市场提价，以及宏观经济数
据好坏等扰动因素。
但周二盘后披露的经济数据中信贷数据不及预期，使得现券市场收益率
快速回落，失掉了日内大部分的涨幅。周三期债有所反弹。后市短期注意资
金面趋紧可能带来的对期债反弹动能的掣肘以及周四披露的宏观经济数据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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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
用，不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期货品种的要约或发出的
要约邀请。本报告的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而
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银国际”）不会因
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中银国际认为
可靠，但中银国际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阁下首先
应明确不能依赖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其次期货
投资风险应完全由实际操作者承担。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
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银国际不对因使用本报告而引起的
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仅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
见解及分析方法。本报告所载的观点不代表中银国际的立
场。中银国际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
同结论的报告。
本报告以往的表现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反映及担保。本报
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反映中银国际于最初发表此报
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期货品种
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
中银国际未参与报告所提及的投资品种的交易及投资，不
存在与客户之间的利害冲突。
若干投资可能因不易变卖而难以出售，同样地阁下可能难
以就有关该投资所面对的价格或风险获得准确的资料。本
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本报告不构成
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投资或策略适合
或切合阁下个别情况。本报告不构成给予阁下私人咨询建
议。
本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派发给或为任何就派发、发布、可
得到或使用本报告而使中银国际违反当地注册或牌照规
定的法律或规定或可致使中银国际受制于当地注册或牌
照规定的法律或规定的任何地区、国家或其他管辖区域的
公民或居民。
本报告的版权属中银国际，除非另有说明，报告中使用材
料的版权亦属中银国际。未经中银国际事先书面许可，任
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亦不得
作为诉讼、仲裁、传媒及任何单位或个人引用之证明或依
据，不得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任何用途。如引用、刊发，
需注明出处为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且不得对本报
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所有于本报告中使
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识均为中银国际的商标、服务标
记及标识。
中银国际可在法律许可下于发表材料前使用本报告中所载
资料或意见或所根据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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