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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摘要

近期地产行业受到多重政策扶持，各部门支持房企融资的信号明显。国常会再推稳经济，

部署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同时提及降准，当前经济恢复较为缓慢，需

要货币政策助力稳增长，但由于当前中外货币政策周期错位，降准空间有限，预计周五

央行或宣布降准 25bp。海外市场交易加息步伐放缓，12 月或加息 50bp，美元指数走弱，

有利于权益市场反弹。A 股具备长期配置动能，受疫情扰动行情出现反复。行业方面，

关注综合、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汽车板块逢低做多机会。

核心观点

■ 市场分析

股指期货：三大指数小幅高开，随后均走低翻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25%报 3089.31

点，深证成指跌 0.15%报 10956.68 点，创业板指跌 0.21%报 2335.52 点；两市成交量创

一个月新低至 7481 亿元；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 12.36 亿元。盘面上，房地产、基础化

工、医药生物板块领涨，建筑装饰、计算机、食品饮料板块跌幅居前。港股震荡，截止

收盘，恒指涨 0.78%报 17660.90 点，恒生科技指数收涨 0.79%报 3582.95 点。美股休市。

地产政策发力。近期六家国有大型银行密集与房地产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提供包括

信贷资金在内的多种金融支持，为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和平稳健康发展积极贡献力

量。各部门协助支持房企融资的信号明显，预计年内还将有更多房企获得多元化融资支

持，以进一步改善流动性问题。

近期或迎来降准。国常会部署抓实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巩

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会议强调，要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资金支付和建设，带动民营企业

等社会资本投资。稳定和扩大消费，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障电商、快递网络

畅通。落实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政策。推进保交楼专项借款尽快全面

落到项目，激励商业银行新发放保交楼贷款，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同时指出，加

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适时适度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以往国常会发布降准信息后的一周内，相关政策将会落地，当前国内外货币政策错位，

预计降准空间不大，周五央行或宣布降准 25bp。

行业方面，关注综合、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汽车板块。景气度高的行业指的是未来该

行业符合国家战略转型、产业升级目标，成长空间大，同时目前营收处于快速扩张的状

态。而交易拥挤度高往往容易造成踩踏，是板块回落的一大隐忧。所以高景气度、低拥

挤度板块值得重点关注，从数据上看，高景气度一般拥有高 ROE、高利润增长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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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度的指标一般由行业的成交额演算得来，当前主要为综合、有色金属、基础化工、

汽车行业。

当前市场交易“放缓”。凌晨美联储会议纪要仍显示出“放缓、更长、更高”的态度，大多

数官员支持放慢加息步伐，通胀前景的风险仍向上行倾斜，对于委员会实现目标至关重

要的联邦基金利率最终峰值水平将略高于先前的预测。美联储内部经济学家表示，明年

经济衰退可能性升高至 50%。纪要公布后，12 月加息 50bp 的概率上升，美元指数走弱，

权益市场小幅反弹。

总的来说，近期地产行业受到多重政策扶持，各部门支持房企融资的信号明显。国常会

再推稳经济，部署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同时提及降准，当前经济恢复

较为缓慢，需要货币政策助力稳增长，但由于当前中外货币政策周期错位，降准空间有

限，预计周五央行或宣布降准 25bp。海外市场交易加息步伐放缓，12 月或加息 50bp，

美元指数走弱，有利于权益市场反弹。A 股具备长期配置动能，受疫情扰动行情出现反

复。行业方面，关注综合、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汽车板块逢低做多机会。

■ 策略

股指谨慎偏多

■ 风险

中美关系、疫情、欧美货币政策、欧债危机、地缘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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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1. IF2212 收盘跌 0.57%报 3761.00，成交量 70279 手，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9708 手，持

仓 130873 手，减少 2060 手。IH2212 收盘跌 0.80%报 2519.60，成交量 47456 手，

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10872 手，持仓 87770 手，减少 2708 手。IC2212 收盘涨 0.05%

报 6133.40，成交量 55072 手，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13368 手，持仓 166178 手，减

少 6765 手。IM2212 收盘涨 0.19%报 6559.20，成交量 38327 手，较前一交易日减

少 11530 手，持仓 59758 手，减少 2456 手。

2. 国有六大行落实“地产 16 条”，与多家房企签订合作协议，已披露的意向性授信额度

高达 12750 亿元。其中，工商银行向 12 家全国性房企提供意向性融资，总额达 6550

亿元，邮储银行向 5 家房企提供意向性融资总额 2800 亿元。业界预计，下一步，

销售排行在 TOP20-TOP70 的房企有望获得很大支持，资金提供方也将由国有大行

扩展到股份制银行。

3.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2 年 1-10 月，银行业投放房地产开发贷款 2.64

万亿元，发放按揭贷款 4.84 万亿元，为稳定房地产市场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下

一步，银保监会将督促银行保险机构依法依规做好相关金融服务，将金融支持政策

落实好、落到位，切实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积极支持“保交楼、稳民生”，促

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4. 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廊坊市、沧州市、运城市等 33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另外，中国与泰国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物流、配送、电子

支付等领域合作。

5. 德国经济部称，欧盟成员国今天就两套紧急措施的内容达成了一致，一套是欧洲可

负担的天然气供应监管机制，第二套是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6. 欧央行会议纪要显示，如果经济出现长期严重衰退，欧洲央行可能希望“暂停”货币

紧缩政策。“绝大多数”成员支持 10 月份加息 75 个基点，但“少数”成员表示倾向于

加息 50 个基点。

7. 英国央行副行长拉姆斯登表示，央行必须继续加息，将通胀率拉回 2%，即使这意味

着家庭面临更多困难。

8. 土耳其央行降息 150 个基点至 9%，并宣布结束降息周期。这也是土耳其央行连续

第四次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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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图表

图 1: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丨单位：套，万平方米 图 2: 6 大发电集团煤炭情况丨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 猪肉平均批发价丨单位：元/公斤 图 4: 蔬菜批发价指数丨单位：无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股指跟踪图表

图 5: 沪深 300 丨单位：点，亿股 图 6: 上证 50 丨单位：点，亿股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股指期货日报丨 2022/11/25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7 / 12

图 7: 中证 500 丨单位：点，亿股 图 8: 中证 1000 丨单位：点，亿股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9: PE 丨单位：倍 图 10: PB 丨单位：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1: 换手率丨单位：% 图 12: 两融余额丨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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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跟踪图表

图 13: IF 活跃合约走势丨单位：点 图 14: IH 活跃合约走势丨单位：点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5: IC 活跃合约走势丨单位：点 图 16: IM 活跃合约走势丨单位：点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7: IF 合约成交持仓量丨单位：手 图 18: IH 合约成交持仓量丨单位：手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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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IC 合约成交持仓量丨单位：手 图 20: IM 合约成交持仓量丨单位：手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1: IF（期货-现货）丨单位：点 图 22: IF 跨期价差丨单位：点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3: IH（期货-现货）丨单位：点 图 24: IH 跨期价差丨单位：点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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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IC（期货-现货）丨单位：点 图 26: IC 跨期价差丨单位：点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7: IM（期货-现货）丨单位：点 图 28: IM 跨期价差丨单位：点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全球疫情概况

图 29: 全球日新增确诊病例丨单位：例 图 30: 主要国家新增确诊病例丨单位：例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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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美国日新增确诊病例丨单位：例 图 32: 南非日新增确诊病例丨单位：例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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