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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局部疫情受控之后，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回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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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稳步推进，经济基本面对权益市场有一定支撑。，
2021 年宏观政策力度较 2020 年下降，以稳为主、不急
转弯。
主要指数均高位回调后震荡反弹，盘中震荡加剧。
市场风格改变较大，原来的机构重仓股集体调整。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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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稳健，建议轻仓做多，IF2104 多单 4872.6 止损，
IH2104 多单 3432.2 止损、IC2104 多单 610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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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回顾
本周股指期货震荡反弹，走势较为犹豫，反弹偏弱。上证 50、沪深 300 在
大跌之后，有初步止跌企稳迹象。主要标的指数中长运行趋势未改，判断股指
后市继续震荡反弹概率大。
图表 1：期货行情走势
主力合
约

收盘价

日涨跌
幅

周涨跌幅

成交量（手） 持仓量

日增仓

周增仓

主力基
差

IF2104

5140.8

1.19%

2.48%

89971

104923

-1035

-9560

20.8

IH2104

3603.8

1.07%

2.50%

31684

35944

-1312

-3008

13.0

IC2104

6296.4

0.17%

1.03%

47323

86343

-3235

-9506

30.2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二）现货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指数累计涨 1.93%；深证成指涨 2.56%；创业板指涨 3.89%。本
周前期跌幅较大的科技、芯片、白酒大幅反弹，大市值公司表现略好于小市值。
食品饮料、休闲服务大幅领涨，传媒、非银金融及商业贸易表现垫底。大盘仍
处于震荡整理过程中，分化、震荡都比较剧烈，中长期看市场轮动或是常态，
目前的市场偏好在中小市值。市场企稳之后大概率展开反弹行情。
图表 2：现货行情走势
主要指数

收盘价

成交额(亿元)

周涨跌点

周涨跌幅

上证综指

3,484

3,180

66.1

1.93%

深证成指

14,123

3,988

352.9

2.56%

创业板

2,852

1,317

106.8

3.89%

沪深 300

5,162

2,481

123.6

2.45%

上证 50

3,617

667

87.0

2.47%

中证 500

6,327

1,253

74.8

1.20%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基差回落，市场情绪逐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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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沪深 30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4：上证 5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图表 5：中证 500 主力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国元期货

（三）行业要闻
1、4 月 6 日，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正式合并。此次合并将按照“两个统一、
四个不变”的总体思路，组织整合相关业务规则和监管运行模式，推动指数产
品、技术系统、发行上市安排平稳过渡。未来，深市将形成以主板、创业板为
主体的市场格局，合并后的深市新主板总市值将超 20 万亿元，在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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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证协启动证券公司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点评估，将建立基于客户统一
身份识别的综合客户账户，支持客户一键查询资金、证券等资产情况。
3、已有 41 家基金公司披露去年经营情况。根据推算，2020 年公募基金营
收超千亿，净利润 374 亿，其中 12 大巨头盈利独占 76%左右水平，易方达和汇
添富净利润超 25 亿元。
4、今年基金分红规模达到 913.07 亿元，其中有 888.76 亿元的分红发生在一
季度；震荡市中实施大手笔分红，既有基金经理让基民“落袋为安”的阶段性
考虑，也有着为后市“轻装前行”的布局打算；有基金经理认为，历经一季度
调整后，估值风险已初步释放完毕，二季度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景气向上行业，
有望迎来上涨行情。
5、38 家 A 股上市银行中，已有 21 家披露了 2020 年年报。人均年薪方面，
招商银行、浙商银行、中信银行排名靠前，均超过 50 万元。高管薪酬方面，平
安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排名靠前，行长薪酬均超过 400 万元。
6、清明假期出游需求集中爆发, 2021 年清明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1.02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44.6%，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94.5%。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 271.68 亿元，同比增长 228.9%，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56.7%。
7、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 月 3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463.6
万人次，继 4 月 2 日后再创今年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加开旅客列车 963 列，运
输安全平稳有序。4 月 4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925 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
列车 660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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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3 月经济景气有所回升。2021 年 3 月 PMI 数据全面回升，略超市场预期。3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1.9%，较 2 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连续 13 个月处于临界
点上方，进入旺季制造业景气回升。财新制造业 PMI 走势与官方 PMI 相反，为
50.6%，较 2 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3 月官方非制造业 PMI 为 56.3%，较 2 月大幅
回升 4.9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保持较高景气度，扩张步伐加快。其中服务业和建
筑业同步改善，服务业 PMI 指数 55.2，上行 4.4 个百分点，建筑业 PMI 指数 62.3，
环比上行 7.6 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旺、量价齐升、整体表现较强，进出口重
返景气区间，结合建筑业景气度大幅走强，经济预期改善。3 月景气回升，经济
韧性持续、增速稳步提升。
图表 6：制造业 PMI

图表 7：非制造业 PMI

疫苗落地后全球需求复苏预期以及美国财政扩张预期支撑国际油价、有色、
铁矿石价格大幅上升。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逐步上升，市场预期全球经济
增长快速恢复。中国国内产出增长相对较快，工业品需求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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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分析
国内各项经济数据整体较好，经济复苏稳步推进，经济基本面对权益市场
有一定支撑。2021 宏观政策保持稳定的同时较 2020 年有所收敛。中国经济上行
修复的趋势还没有走完，二季度大概率延续稳健上行的趋势，生产端继续保持
强势，需求加速回升。二季度生产端表现应该延续强势，需求端应有明显好转，
消费数据大概率反弹。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降低，二季度大概率继续
保持收敛状态，但以稳为主、不急转弯。
新冠疫苗推出的相关消息大幅提高了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欧美风险资产
不断创新高。去年四季度以来欧美经济数据回升，市场对于 2021 年全球经济复
苏的预期非常乐观，预计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现阶段期指行情主要来自于基本面的预期差，季报业绩表现，市场风格转
换三个方面。机构资金或继续选择进入性价比较高的低估值板块。

四、技术分析及建议
技术上，股市大幅回调后止跌反弹，目前反弹走势偏弱，但向下破位概率
较低。市场风格改变较大，原来的机构重仓股集体调整，低价股、低估值股上
涨，沪深 300、上证 50 承压。国内经济形势稳健，料调整幅度有限，建议轻仓
做多，IF2104 多单 4872.6 止损，IH2104 多单 3432.2 止损、IC2104 多单 610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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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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