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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震荡的节奏运行。基本面逻辑在于：第一，经济增长先行指标
投融资数据继续回暖，房地产投资、销售延续回升态势，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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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正在消退，美联储 11 月不加息几成定局，年底加息预期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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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面分析
对于股指的基本面分析，本文根据 DDM 估值模型，从估值驱动因素出发，定性或定量分
析股指估值的边际变化。我们着重分析经济增长、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风险偏好对股指估
值的影响。
国庆长假过后，无风险利率显著下降，改革预期发酵推动风险偏好触底回升，股指如期迎
来了开门红。10 月份以来，影响股指的基本面因素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总体来看 11 月
份有利因素的在增多，股指大概率以先反弹后震荡的节奏运行。基本面逻辑在于：第一，经济
增长先行指标投融资数据继续回暖，房地产投资、销售延续回升态势，但企业盈利边际收窄，
分子端难以提升股指的估值水平；第二，央行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中性，近期降息降准不值得
期待。但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创 14 年新低，无风险利率下行将边际提升估值水平；第三，楼市
调控政策不断收紧，部分投机资金回流股市，资金面利多绩优蓝筹股；第四，影响风险偏好的
有利因素增多。国企混改、债转股、PPP 等改革加速推进，深港通进入测试阶段，11 月底有
望正式启动，养老金入市开始倒计时；美国大选不确定性担忧正在消退，美联储 11 月不加息
几成定局，年底加息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

一、经济增长缓慢探底，企业盈利边际收窄
中国三季度 GDP 保持平稳，经济增长先行指标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继续回升，固定资产投
资维持小幅反弹。9 月金融数据延续回升态势，M1 与 M2 剪刀差进一步收窄，企业存款活化
现象有所改变。但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背景下，企业投资意愿依旧低迷，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犹
存。从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判断 10、11 月份经济或有小幅下滑。
投资增速趋缓。中国 1-9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2%（前值 8.1%），主要受房地产以及
民间投资回暖的带动；9 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5.8%（前值 5.4%），30 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
交面积 2709.49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5.46%（前值 6.59%），房地产销售增速有放缓迹象。随着
楼市调控政策的不断收紧，“金九银十”消费旺季过后，房地产投资增速或将结束反弹势头。
我们预计 10、11 月份投资增速或因房地产投资放缓而小幅下降。
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受网上零售及汽车销售增速加快的提振，1-9 月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
10.7%（前值 10.6%）。从 09 年开始消费增长经历了逾 5 年的趋势性下滑，但年初以来一直维
持 10%左右的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比上升 13.3%至 71%，反映经济结构调整正在
悄然进行。我们预计 10、11 月消费仍将维持平稳增长。
进出口双双回落。按美元计价，中国 8 月进口同比录得-1.9%（前值 1.5%），再次转为负
值，大宗商品价格涨幅收窄是主要原因；出口同比下降 10%（前值-2.8%），主要受外需疲软的拖
累。在全球贸易收缩，国内投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内外需无实质性改善，预计 10、11 月进
出口仍维持低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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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先行指标房地产投资、信贷数据延续回升态势，但房地产销售有放缓迹象。随着楼
市调控政策的不断收紧，“金九银十”销售旺季过后，投资增速或将结束反弹势头。经济增长
整体维持缓慢探底，企业盈利边际收窄，难以边际提升股指的估值水平。

二、货币政策维持稳健，无风险利率下行提升估值水平
分母端无风险利率下降有利于提升股指的估值水平，反之则降低估值水平。从通胀水平、
信贷投放、货币供应量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几个方面分析，我们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
稳健，近期降息降准不值得期待，但国债收益率下降有利于提升股指的估值水平。
周小川在今年第四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逐步正常化，
中国也会对信贷增长有所控制。在政治局强调抑制资产泡沫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
中性取向，近期再度宽松的空间几乎不存在，降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需求端刺激将更多依赖
于财政发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 2016 年 M2 增长目标为 13%左右，M2 增速自 1 月份到达 14%的
高位以来，呈现逐渐回落的态势，直到 8 月份才首次出现止跌反弹。9 月 M2 同比增长 11.5%
（前值 11.4%），总体来看货币供应量并未大幅偏离政府目标。CPI 同比录得 1.9%，较 8 月回
升 0.6 个百分点，结束四连降。鉴于通胀和货币供应数据并未偏离政府目标，因此货币政策取
向没有进一步宽松或收紧的必要性。
9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22 万亿（前值 9487 亿），以房贷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继续攀升是
主要原因。社融规模增量 1.72 万亿（前值 1.47 万亿），连续两个月回升，M1 与 M2 剪刀差继
续收窄，企业存款活化现象有所改变，但资金是否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需要进一步验证。因此，
在投资遇到流动性陷阱这一窘境下，货币政策难言有边际宽松的空间。
10 月 18 日央行开展 4620 亿 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一方面对冲前期 MLF 投放到期
对流动性的冲击，另一方面缓解季末监管考核、企业缴税、外汇占款下降等对资金面的压力。
此外，央行月末还加大了逆回购的投放力度，10 月 19 日至 28 日，央行共开展 15300 亿逆回
购操作，实现净投放 8950 亿。公开市场操作透露出，央行未来将更多地使用 MLF、PSL 等流
动性调节工具来补充基础货币缺口，短期降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国庆长假过后，债市如约走强，国债收益率再次步入下行轨道。截止 10 月 21 日，10 年
期国债收益率报 2.6350%，较 9 月底下行 10 个基点，创 14 年新低。5 年期国债收益率报 2.4056%，
较 9 月底下降 14 个基点，创 7 年半新低。无风险利率显著下行，有利于边际提升股指的估值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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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经济增速缓慢探底

资料来源：WIND

图 2.无风险利率维持低位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三、风险偏好分析
在股指的估值模型中，风险偏好提升、风险溢价下降将从分母端直接提升估值水平，反之
将降低估值水平。当前阶段，风险偏好的变化是市场波动的主要驱动力，政策和风险事件等影
响风险偏好的因素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10 月份以来，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国大选、人民币贬值等风险事件的逐步释放，以及国
企改革加速推进、深港通启动、养老金入市等利好预期的升温，风险偏好逐渐探底回升。通过
对影响风险偏好的主要因素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经过反复预期和消化，部分风险事件得
以有效释放，11 月份风险偏好有望继续回升。

（一）风险偏好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风险偏好的有利因素包括：
1.国企改革加速推进。近期以国企混改、债转股、PPP 等为代表的系列改革再次被提上日
程。随着以宝钢、武钢成功合并，云南锡业首单债转股落地，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号角吹
响，市场对国企改革的预期正在不断升温。若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户籍改革、PPP 等系列
改革和创新取得实质性、超预期进展，将边际改善风险偏好。
2.深港通进入测试阶段。8 月 16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深港通实施方案》，10 月 29 日开始
全网测试，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预计 11 月底将正式启动。受深港通正式开通预期的
推动，风险偏好将迎来修复和反弹。
3. 养老金入市开始倒计时。据人社部消息，养老金委托投资合同已经印发，年内将优选
出第一批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正式启动投资运营，预计首批养老金规模约 4000 亿。养老金入
市进程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将推动风险偏好的回升。
4.美国大选不确定性担忧正在消退。经过三轮辩论，希拉里所获得的支持率明显超过特朗
普，并且领先优势仍在扩大。特朗普大选获胜被认为是重大利空，但目前来看对这一风险事件
的担忧正在消退，将推动风险偏好的回升。
5.美联储 11 月不加息已成共识。美联储 9 月贴现率会议纪要显示，12 家地方联储中有 9
家支持上调贴现率，为去年 12 月以来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11 月也有 9 家地方联储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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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贴现率，之后美联储在 12 月会议上开启了 9 年来的首次加息。美国三季度 GDP 环比增长
2.9%，核心 PEC 增长 1.7%，均超市场预期，我们认为美国就业、通胀数据持续走好，已满足
美联储加息的必要条件，年底加息是大概率事件。因 11 会议在美国大选之前，故 11 月加息的
可能性极小。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美联储 12 月加息的概率超过 74%。美联储 11 月按
兵不动已成市场共识，此外年底加息预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将推动风险偏好的回升。
影响风险偏好的不利因素包括：
1.金融监管收紧。今年 5 月份以来，在抑制资产泡沫以及“防风险、去杠杆、严监管”的
政策背景下，金融监管新规陆续出台。继此前证监会发布“新八条底线”后，中国基金业协会
又对资管计划备案作出了新规范，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私募资管产品备案管理要求，杜绝部分机
构寻求规避监管的空间，金融监管持续收紧将抑制风险偏好。
2.债券违约事件增多。四季度供给侧改革有望加速推进，这一过程中债券违约事件将会增
多，引发市场对信用违约风险的担忧，对风险偏好有压制作用。数据显示，自 2014 年债市打
破刚性兑付以来，截止 8 月底共有违约债券 67 只，合计违约金额 404.2 亿元。2016 年以来共
有违约债券 44 只，比去年同期（9 只）增加了近 4 倍，违约金额达 265 亿元，占 2014 年至今
违约总规模的 65.56%。
3.人民币汇率。国庆长假期间，离岸人民币汇率迅速击穿 6.70 关口，节后首日在岸人民币
汇率也顺势跌破 6.70 大关，人民币开启了新一轮的贬值趋势。10 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加
速贬值的趋势，10 月 10 日至 27 日，在岸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 1.68%，贬值幅度创 1 年新高。
随着人民币正式纳入 SDR，央行维稳的必要性明显下降，本币贬值的压力开始显现，对风险
偏好形成压制。
4.全球国债收益率上行。G20 会议上全球央行就避免货币依赖达成共识，暗示货币宽松已
接近边缘，再度宽松的空间几乎不存在，甚至存在边际收紧的可能性。全球货币宽松的预期落
空，致使国债遭到大规模抛售，国债收益率由降转升。截止 10 月 27 日，美国 1 年期国债收益
率报 0.68%，较从 6 月末上升 23 个基点。在全球国债遭遇抛售潮的背景下，无风险利率显著
上行将抑制风险偏好。

（二）风险偏好量化分析
鉴于对风险偏好的分析往往局限于定性分析，缺少数据支撑，我们参考莫尼塔研究，选择
一些指标对风险偏好进行量化研究。我们的结论是：量化指标显示，股指正逐渐接近市场底部
区域。

1.量化指标
（1）A 股扩散指数尚未到达历史底部区间。截止 10 月 27 日，A 股扩散指数为 2.72，与
9 月末相比小幅回升，依然高于-10 至-5 这一历史底部区间。我们认为，随着股市企稳反弹，
A 股扩散指数也相应小幅攀升，距历史底部位置还有一段距离，市场情绪还需不断地被消磨。
（2） A 股月换手率接近历史底部。A 股的月换手率自去年股灾以来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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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 A 股月换手率录得 13%的低位，与 9 月份的 15%相比继续下降，逐渐接近历史底部 10%
上下的水平，已初步具备典型的历史性底部特征。
（3）上证指数日涨跌幅波动率已进入历史底部区间。截止 9 月 27 日，上证指数的日涨跌
幅波动率为 12%，已进入 10%-20%历史性底部区间。从波动率的角度分析，当前股指正在接
近市场底部区域。
图 3. A 股扩散指数尚未回落至底部位置

资料来源：WIND

图 4. A 股月换手率逐渐接近历史底部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2.苏富比股价
作为衡量全球风险情绪的指标之一，我们用苏富比公司的股价来反应当前的风险偏好情况。
我们统计了 2008 年以来苏富比公司股票价格出现拐点的时间分别是，2008 年 12 月、2010 年
6 月、2012 年 10 月、2014 年 7 月，与我国股票市场出现底部拐点的时间基本吻合，期间对应
股价区间为 20-30。截止 9 月 27 日，苏富比股价为 35.77，较 8 月底小幅下降了 5.92%，但仍
高于 20-30 这一历史底部区间，表明在全球风险偏好有待回落。
图 5. 上证指数日涨跌幅波动率已进入历史底部区间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图 6. 苏富比股价反映全球风险偏好有待回落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四、资金面分析
股票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也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股票市场供给和需求的角
度分析，股票的供给体现为新股发行、限售股解禁规模的变化，股票的需求则直接体现在场外
资金的流入和场内资金的流出。证监会 10 月份核发两批 IPO 总计 28 家，募集资金总额 174
亿，规模位居全年第三。下半年新股发行提速加量，限售股解禁高峰期也陆续到来，这将在一
定程度上对股票市场造成供给压力。
但是，在全球负利率及货币超发的背景下，过量资本将寻求避险和保值，因此高股息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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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优蓝筹股将具备投资价值，吸引资金流向这一价值洼地。国庆长假期间，中国 21 城市先后
出台了楼市限购政策，楼市调控政策不断收紧，有利于吸引部分投机资金回流股市。此外，深
港通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11 月份有望正式启动，养老金入市进程也在有条不紊的进
行中，以上顺利实施后，将直接增加场外资金对股票的需求。总体来看，10 月份过后资金面
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有利因素在增多。
图 7. 2016 年新股发行家数及募集资金总额

资料来源：WIND

图 8. 2016 年限售股解禁规模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第二部分 波动分析
一、趋势分析
从时间周期角度分析，中国股市的熊市周期大致为 1.5—2 年，自去年 6 月股灾以来，本
轮熊市已持续了 1 年有余。从熊市周期的阶段性演进来看，第一阶段为恐慌式下跌，经过三轮
股灾，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第二阶段为抵抗式下跌，以宽幅震荡为主要特征。第三阶段为绝望
式下跌，即熊市的最后一跌，之后将形成终极大底。股指当前运行于熊市的第二阶段—震荡市，
8 月中旬见阶段性高点后，经过连续 6 周的震荡调整逐渐企稳，重心不断上移，年初上证 2638
以来的反弹趋势仍在延续。
从空间上来看，经历三轮股灾，股指大的下跌趋势已经走完，再度下跌的空间较为有限。
从去年 6 月高点上证 5178 至年初低点 2638，上证指数已累计下跌近 50%，距离我们预测的理
性底部区间 2450-2500 已十分接近。
图 9. IF 加权周 K 线

资料来源：WIND

图 10. 上证指数周 K 线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周线方面，经过连续 6 周的震荡调整，IF 加权依托 20 周线逐渐企稳，5 周线上穿 10 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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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突破了前期高点 3836 与 3407 连线的压力。上证指数站上 60 周线，重心不断上移，20 周线
平稳向上运行，周线反弹趋势仍在延续。若有效突破前期高点上证 3140，则有望走出 5 浪上
升行情。但长周期来看，期现指数 60 周均线仍在下行过程中，长期均线走平将是股指形成中
期大底的特征，此前上涨趋势仍定性为震荡市中的反弹阶段，并非牛市中的主升浪。
日线方面，IF 加权已回补了 9 月 12 日跳空缺口，确认此处为普通缺口，短线整理后有望
向前期高点 3407 发起冲击。上证指数在 2638 与 2780 连线构成的上升趋势线支撑下企稳，重
心不断抬升，突破前高 3140 与 3105 连线的压力，并成功收复年线。若能有效突破前高上证
3140，则反弹空间有望打开。
综上，股指年初以来的中期反弹趋势仍在延续，若能有效突破 8 月高点，则进一步打开反
弹空间，预计 11 月份股指大概率以先反弹后震荡的节奏运行。

二、目标测度分析
我们使用帝纳波利波浪尺对股指反弹的目标位进行测量。以上证指数为例，年初 2 月低点
2638 至 4 月高点 3097 为第一浪上升，从 5 月低点 2780 至 8 月高点 3140 为第三浪上升，期
间上涨 360 点。若以 9 月低点上证 2969 为 5 浪上升的起点，则本次反弹的目标位在上证 3329
点。
图 10. IF 加权日 K 线

图 11. 上证指数日 K 线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图 12. 帝纳波利波浪尺测度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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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及建议
10 月份以来影响股指的基本面因素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11 月份有利因素在增多。逻
辑在于：第一，经济增长先行指标投融资数据继续回暖，房地产投资、销售及民间投资延续回
升态势，但企业盈利边际收窄，难以边际提升股指的估值水平；第二，央行货币政策将继续维
持中性，短期降息降准不值得期待，但无风险利率显著下行将边际提升股指的估值水平；第三，
楼市调控政策不断收紧，部分投机资金回流股市，资金面对高股息蓝筹股形成利好；第四，影
响风险偏好的有利因素在增加。国企混改、债转股、PPP 等系列改革加速推进，深港通进入测
试阶段，11 底有望正式开通，养老金入市进程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美国大选不确定性担忧
正在消退，美联储 11 月不加息已成共识，年底加息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而言，熊市的第一阶段—恐慌式下跌已经结束。从半年度周期来看，
股指运行在熊市的第二阶段—震荡市。11 月份影响股指的有利因素在增多，股指大概率以先
反弹后震荡的节奏运行，波动区间：IF 加权 3180-3600，上证 2970-3300。建议稳健者上证 3200
点之上，多单逢高减持。激进者可尝试在上证 3300 之上逢高布局空单。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新纪元期货研究所撰写，报告中所提供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我们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本
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
作者无关。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新纪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研究报告的任何
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新纪元期货研究所并获得
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新纪元期货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新纪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本免责声明条款具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营业网点
徐州营业部

北京东四十条营业部

南京营业部

全国客服热线：400-111-1855

业务电话：010-84263809

业务电话：025 - 84787996

业务电话：0516-83831113

传真：010-84261675

传真：025- 84787997

研究所电话：0516-83831185

邮编：100027

邮编：210018

传真：0516-8383110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68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63-1号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9

2016 年 11 月中国期货市场投资报告

邮编：221005

号平安发展大厦4层407室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淮海东路153号
新纪元期货大厦

广州营业部

苏州营业部

常州营业部

业务电话：020 – 87750826

业务电话：0512 - 69560998

业务电话：0519 - 88059976

传真：020-87750825

传真：0512 - 69560997

传真：0519 - 88051000

邮编：510080

邮编：215002

邮编：213121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03大

地址：苏州干将西路399号601室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16号

院29号8层803

世贸中心B栋2008-2009

杭州营业部

上海东方路营业部

重庆营业部

业务电话：0571- 85817186

业务电话：021- 61017395

业务电话：023 - 67917658

传真：0571-85817280

传真：021-61017336

传真：023-67901088

邮编：310004

邮编：200120

邮编：400020

地址：杭州市绍兴路168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69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西环路8号1幢

1406-1408室

号裕景国际商务广场A楼2112室

8-2号

成都高新营业部

南通营业部

成都分公司

业务电话：028- 68850968-826

电话：0513-55880598

电话：028-68850966

邮编：610000

传真：0513 - 55880517

邮编：610000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38号1

邮编：226000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38

栋28层2804号

地址：南通市环城西路16号6层

号 1 栋 28 层 2803、2804 号

603-2、604室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0

2016 年 11 月中国期货市场投资报告

深圳分公司
电话：0755-33506379
邮编：518009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英龙商
务大厦1206、1221、122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