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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稳增长和防风险并重，A 股仍偏弱

投资策略建议：

股指：

截至 4 月 8 日当周（虎年第九周），A股偏弱震荡，周四跌幅较大。

上证指数一周跌 0.94%。沪深 300 指数周跌 1.06%至 4230.77 点。

沪深 300 指数期货主力合约 IF2204 一周跌 0.75%至 4233.8 点，最

新较现货升水 3.03 点。

大类资产方面，美元持续走高，风险资产表现受限。

国内，国常会表示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央行等部门就金融

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稳增长和防风险为当前政策主要着力点。

海外，美联储纪要显示，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将加快。欧洲央行同

样关注高通胀水平，并有可能启动加息。

总体，海外通胀高企、能源等商品供应面变化及疫情冲击均带来不

确定性。关注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动向。

股指维持震荡思路，可逢低布局多单。短期多看少动，可通过股指

期权对冲现货、期货持仓风险。

新的一周国内财经日历：

2022-4-11 3 月 CPI 和 PPI

2022-4-13 3 月 M2、社融、新增人民币贷款等

2022.4.6-2022.4.8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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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14
3 月国内信贷，

3月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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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一周行情（4月 6 日-4 月 8 日）

上周三个交易日，A 股震荡回落，上证指数累计跌 0.94%，其中周四跌幅较大，当日跌 6.07%。

沪深 300 指数周跌 1.06%至 4230.77 点。

沪深 300 指数期货主力合约 IF2204 一周跌 0.75%至 4233.8 点，最新较现货升水 3.03 点。

∟.大类资产走势

截至周四（4月 7日），大类资产周内表现如下：

美股，标普 500 指数偏弱震荡；COMEX 期金基本持平；NYMEX 油价小幅回落。

美元指数继续走高，连涨六日，创 2020 年 5 月以来新高。

2 年期美债收益率报 2.47%，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报 2.663%。

华安点评：近一周，受美联储加息加码预期影响，美元持续走高，风险资产表现受限。另外，

国际能源署计划释放 1.2 亿桶原油储备以及美国上周原油供应意外攀升的消息令油价承压。

∟.宏观热点事件

监管拟收紧保险机构重大股权投资行为，新规正在研究中。

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决定暂停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并立法对俄罗斯能源实施进口禁令。

华安点评：继续关注国际局势变化和国内资本市场相关政策。

∟.国内经济及政策

国常会部署，适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更加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会议指出，加大稳健货币

政策实施力度，研究采取金融支持消费和有效投资的举措，设立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

款，等等。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主持召开就业形势座谈会强调，要加强就业形势分析研判，千方百计稳定

和扩大就业，确保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就业目标任务。

央行召开 2022 年研究工作电视会议指出，要以服务稳增长和防风险为重点，强化重大基础性、

前瞻性问题研究。

央行等部门就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文件首次明确由国家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负责

统筹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研究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指挥开展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

工作。

华安点评：当前宏观关注点，一方面是稳就业、促消费等稳增长政策，一方面是防风险。防范

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工作关注的重点。



股指 | 策略报告

4

∟.海外经济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认为每月缩减 950 亿美元（600 亿美元国债+350 亿美元 MBS）资

产上限可能合适，支持用 3个月或适度更长时间分阶段调整以达到缩表上限，最早可能在 5月份开

始这一进程。

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许多成员认为当前的高通胀水平及其持续存在，要求立即采取进一步

措施，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有成员认为，加息的条件要么已经满足，要么即将满足。

美国至 4月 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16.6 万人，为 1968 年以来新低，预期 20 万人，前值 20.2

万人。

华安点评：美联储纪要显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将加快，主要焦点在应对通胀。同时，欧

洲央行也重点关注高通胀水平，有可能启动加息。总的来说，通货膨胀和经济恢复情况同时制约货

币政策。继续关注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动向。

∟.行情展望与建议

截至 4 月 8 日当周（虎年第九周），A 股偏弱震荡，周四跌幅较大。上证指数一周跌 0.94%。沪

深 300指数周跌 1.06%至 4230.77点。沪深 300指数期货主力合约 IF2204 一周跌 0.75%至 4233.8点，

最新较现货升水 3.03 点。

大类资产方面，美元持续走高，风险资产表现受限。

国内，国常会表示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央行等部门就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稳增

长和防风险为当前政策主要着力点。

海外，美联储纪要显示，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将加快。欧洲央行同样关注高通胀水平，并有可

能启动加息。

总体，海外通胀高企、能源等商品供应面变化及疫情冲击均带来不确定性。关注各主要经济体

货币政策动向。

股指维持震荡思路，逢低布局多单。短期多看少动，可通过股指期权对冲现货、期货持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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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市场指标

当前主力合约为 2204 合约。

图 1，沪深 300 指数期货 图 2，上证 50 指数期货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中证 500 指数期货 图 4，沪深 300 指数期货每日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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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市场指标

4 月 6 日-4 月 8 日当周，A 股偏弱震荡。三大指数方面，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一周

涨跌幅分别为-0.94%、-2.2%、-3.64%。

市场风格方面，信息技术、医疗保健板块领跌。

截至周四（4月 7日），A 股两融余额约为 16620 亿元，较前周有所回落。

北向资金 4 月 6 日净流出 53.21 亿元,4 月 7 日净流出 6.09 亿元。

两市成交金额周四约为 1.08 万亿元。

图 5，A 股三大指数周度涨跌幅 图 6，股指标的指数周度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7，市场风格 图 8，两融余额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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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北向资金 图 10，两市成交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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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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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