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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 股市场

1月 18日，上证综指低开4点（-0.13%）于3104.77点，最终收于3113.01点，上涨4.24点（0.14%）。

沪深两市成交额较上日缩小 388.9 亿（-10.94%）。

二、股指期货交易评述

1 月 18 日，IF1701 涨 0.81%，IF1702 涨 0.82%，IF1703 涨 0.89%，IF1706 涨 0.83%。截至收盘，

四个合约总成交 17895 手，总持仓 41203 手，减仓 61 手。其中当月 IF1701 合约成交 9632 手，持仓

11646 手，减仓 4609 手。次月 IF1702 合约成交 6748 手，持仓 15491 手，增仓 4456 手。

1月 18 日，IH1701 涨 0.73%，IH1702 涨 0.75%，IH1703 涨 0.87%，IH1706 涨 0.86%。截至收盘，

四个合约总成交 10317 手，总持仓 27225 手，增仓 110 手。其中当月 IH1701 合约成交 5196 手，持仓

6615 手，减仓 2800 手。次月 IH1702 合约成交 4235 手，持仓 11841 手，增仓 2804 手。

1月 18 日，IC1701 涨 0.27%，IC1702 涨 0.36%，IC1703 涨 0.34%，IC1706 涨 0.17%。截至收盘，

四个合约总成交 13731 手，总持仓 33842 手，减仓 222 手。其中当月 IC1701 合约成交 7472 手，持仓

9022 手，减仓 3274 手。次月 IC1702 合约成交 5080 手，持仓 11064 手，增仓 2844 手。

三、市场数据

（一）股指现货市场

1 A 股市场走势图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www.bcqhgs.com 3 杭州市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东南裙楼3-5层

2 A 股市场指数涨跌幅统计表

指数 开盘 收盘 涨跌％ 振幅％
成交金额
（亿元）

成交额变动
（%）

上证指数 3105 3113 +0.14 0.03 1445.47 -6.60
深证指数 9801 9805 -0.22 0.00 1721.47 -14.28
HS300指数 3323 3339 +0.39 0.02 756.81 +1.24
SZ50指数 2330 2343 +0.57 0.02 217.81 +8.86
ZZ500指数 6067 6069 -0.22 0.04 484.05 -10.39

数据来源：大智慧 level2 证券行情分析系统，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

（二）股指期货合约基差/价差情况统计表

1 股指期货市场各合约涨跌幅统计表

数据来源：大智慧 level2 证券行情分析系统，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

2 股指期货合约开盘收盘基差/价差情况统计表

开盘 收盘 增减值
相对变化

幅度(%)
升贴水率

变化(%)

基差

HS300-IF1701 +1.34 -5.63 -6.97 -43.48 -0.21

HS300-IF1702 +21.54 +12.97 -8.57 -53.46 -0.26

HS300-IF1703 +41.74 +32.57 -9.17 -57.20 -0.28

HS300-IF1706 +101.74 +91.17 -10.57 -65.94 -0.33

价差

IF1702-IF1701 -22.00 -18.60 +3.40 +11.41 +0.11

IF1703-IF1701 -37.20 -38.20 -1.00 -3.36 -0.02

IF1706-IF1701 -96.40 -96.80 -0.40 -1.34 +0.01

IF1703-IF1702 -15.20 -19.60 -4.40 -13.25 -0.13

IF1706-IF1702 -74.40 -78.20 -3.80 -11.45 -0.09

IF1706-IF1703 -59.20 -58.60 +0.60 +2.08 +0.03

股指
期货

开盘 收盘
涨跌
（点）

涨跌幅
（%）

日成交
量（手）

成交量
变动（%）

日增仓量
（手）

总持仓量
（手）

IF1701 3315 3345 +26.8 +0.81 9632 -10.54 -4609 11646

IF1702 3293 3326 +27.2 +0.82 6748 +30.45 4456 15491

IF1703 3278 3307 +29.2 +0.89 1311 +15.00 98 12077

IF1706 3219 3248 +26.8 +0.83 204 +0.99 -6 1989

IH1701 2330 2345 +17.0 +0.73 5196 -9.02 -2800 6615

IH1702 2320 2338 +17.4 +0.75 4235 +25.00 2804 11841

IH1703 2311 2333 +20.2 +0.87 755 -21.76 60 7012

IH1706 2282 2302 +19.6 +0.86 131 +13.91 46 1757

IC1701 6059 6074 +16.6 +0.27 7472 -7.60 -3274 9022

IC1702 5978 6002 +21.8 +0.36 5080 +17.67 2844 11064

IC1703 5891 5920 +20.2 +0.34 860 -28.87 165 8324

IC1706 5740 5750 +10.0 +0.17 319 -43.24 43 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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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

3 股指期货合约最小最大基差/价差情况统计表

MIN MAX 极差
极差相对

变化幅度(%)
极值升贴水

率变化(%)

基差

HS300-IF1701 -5.77 +11.85 +17.62 -238.75 +0.53

HS300-IF1702 +11.94 +31.25 +19.31 -107.94 +0.58

HS300-IF1703 +32.43 +53.22 +20.79 -471.43 +0.62

HS300-IF1706 +88.40 +113.22 +24.82 -498.39 +0.75

价差

IF1702-IF1701 -22.00 -16.40 +5.60 +15.14 +0.17

IF1703-IF1701 -44.80 -37.20 +7.60 -30.40 +0.22

IF1706-IF1701 -105.20 -89.60 +15.60 +236.36 +0.47

IF1703-IF1702 -25.60 -15.20 +10.40 -38.81 +0.31

IF1706-IF1702 -85.40 -69.20 +16.20 -476.48 +0.49

IF1706-IF1703 -63.60 -48.40 +15.20 -41.30 +0.44

数据来源：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

（三）股指期货合约日内基差/价差图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www.bcqhgs.com 5 杭州市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东南裙楼3-5层

数据来源：大智慧 level2证券行情分析系统，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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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城期货各地营业部
宝城期货临海营业部

地址：临海市大洋街道临海大道（中）45号 电话：0576-85320333

宝城期货南昌营业部

地址：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路 150号地王广场写字楼 7-V 电话：0791-6259955

宝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地址：南宁市金湖路 26-1号东方国际商务港 A座 6层 电话：0771-5532168

宝城期货大连营业部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号 期货大厦 2001、2006B 电话：0411- 84807257

宝城期货深圳营业部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与彩田路交汇处联合广场 A 栋塔楼 A2803 电话：0755-83209976

宝城期货昆明营业部

地址：昆明市白云路与万华路交汇处滨江俊园 3幢 3-05室 电话：0871-65732732

宝城期货沈阳营业部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3 号（胜利大街和南五马路交界处）中驰国际大厦 21 层 2104、2105、2106

电话：024-31257633

宝城期货长沙营业部

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618 号银华大酒店 22 楼 2222 室 电话：0731-85239858

宝城期货郑州营业部

地址：郑州市未来大道 69 号未来大厦 1201 室 电话：0371-65612832

宝城期货青岛营业部

地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紫金山路 117栋 1单元 14楼 1401号 电话：0532-86108719

宝城期货武汉营业部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347号中铁大厦 705-707 电话：027-88221981

宝城期货温州营业部

地址：温州鹿城区矮凳桥 228号 10幢 1013室 电话：0577-8999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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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营业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甲 50号 1号楼 7层 1-09内 701-02单元 电话：010-64795360

宝城期货邯郸营业部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路 408号锦林大厦 1201-1203室 电话:0310-207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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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条款

客户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

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

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

问。

在任何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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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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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

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