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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2 月，三大期指呈现倒“V”型走势，市场风格出现转变，前期基金抱团股暴跌，资金流向有色、

化工等顺周期板块。截止 2 月 25 日，IF 报收 5466.8 点，月涨 2.93%，IH 报收 3852.8 点，月涨

4.25%；IC 报收 6472.2 点，月涨 4.12%。

期现价差方面，IF、IH 期现价差呈现贴水状态，IF、IH 贴水震荡收窄，IC 贴水幅度呈现扩张走

势，目前贴水幅度有所收窄，反映市场投资情绪有所缓和。

图 1：三大期指主力和期现价差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福能期货研究院

二、经济基本面：基本面拐点未至

本轮经济复苏的动能来自全球经济复苏共振。全球补库周期共振叠加弱美元周期，有利于以美

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PPI 仍存在上行空间。由于 PPI 与企业盈利关系有直接关系，

PPI 上行往往对应的是工业企业盈利上行阶段，因此在 PPI 拐点未至的背景下，判断基本面拐点还为

时尚早。

图 2：PPI 与工业企业盈利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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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短期难以收紧

近期部分热点城市、股市持续火热，金融机构杠杆率抬头，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2021 年 1

月中旬以来，央行多次在公开市场进行 20 亿“地量”货币投放，大额净回笼流动性，银行间市场

利率快速上行。截止 2 月 25 日，央行公开市场投放逆回购 8100 亿元，逆回购到期 11140 亿元，

等量续作 2000 亿 MLF，最终实现净回笼流动性 3040 亿元。由于今年就地过年，节前资金取现需

求和节后现金回流规模不及往年，但央行回笼力度强于往年，流动性边际收紧。

对于市场对流动性边际收紧的担忧，2 月 19 日央行转发金融时报文章称，“当前已不应过度关

注央行操作数量”，“重点关注的应当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MLF 利率等政策利率指标，以及

市场基准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的运行情况”。在此之前，央行发布《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这意味着货币

政策仍以稳为主，不急转弯，资金面收紧幅度有限。

图 3：货币净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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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指策略：股市风格转换，关注多 IC 空 IF、IH

1、货币紧缩对 A 股市场造成不同影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反映

信用收缩是必然的。回顾过往三轮货币信用紧缩，对 A 股市场造成不同程度影响。

在 2013 年 4 月到 2014 年 4 月期间，为整顿同业非标业务，央行货币政策的基调从中性到偏

紧，以期能达到金融去杠杆的目的。股市结构分化明显，由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金融板块及煤炭、

钢铁等周期性板块业绩低迷，大盘蓝筹板块表现不佳，但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文化传媒、高科技股

发展较快，中证 500 指数反而上涨。

在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8 月期间，正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债

市去杠杆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期间，央行没有进行较强的收紧操作，但由于处于股市

异常波动阶段，主要指数均出现大幅下跌。

在 2016 年 11 月到 2018 年 6 月期间，正是金融去杠杆加速、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2017 年，

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出台，进一步打击影子银行，信用收缩也如火如荼。这个阶段，上证综指跌幅

有限，但股市呈现冰火两重天。在金融严监管的环境下，资金流向蓝筹价值股及优质成长股，沪深

300、上证 50 表现亮眼，而缺乏业绩支撑的中小盘股票被市场抛弃，中证 500 指数表现不佳。

表 1：历史三轮货币紧缩股指涨跌幅

时间区间 M2 增速变化
涨跌幅（%）

上证综指 沪深 300 上证 50 中证 500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 从 16.1％下行至 13.2％ -8.46 -13.30 -17.85 13.12

2015 年 7 月-2016 年 8 月 从 13.3％下行至 10.2％ -30.95 -28.98 -25.17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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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2018 年 6 月 从 11.4％下行至 8.0％ -0.82 13.02 17.63 -11.8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福能期货研究院

2、股市风格转换，关注多 IC 空 IF、IH

节后 A 股波动加大，基金抱团股出现较大调整而中小市值公司迎来反弹。从行业板块来看，医

药生物、电气设备、汽车、食品饮料等板块资金流出较大，而有色金属、钢铁、建筑装饰、化工等

板块资金获得资金青睐。

短期来看，市场风格切换可能反映了市场对基金抱团股估值泡沫的担忧。从估值上来看，代表

大盘蓝筹板块的沪深 300、上证 50 指数估值处于历史高位，而代表中小盘的中证 500 指数存在估

值优势。截止 2 月 22 日，上证 50、沪深 300 的估值分别为 14.6 倍和 17.05 倍，处于历史 82%和

83%分位附近，中证 500 估值 29.4 倍，处于 37%分位数附近。

图 4：主要指数 P/E 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福能期货研究院

从基本面来看，2021 年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需求共振，叠加补库周期开启，顺周期板块仍有修

复空间。在政策上，在“十四五”规划指导下，各行业规划将陆续出台，为市场提供更多投资机会。

与沪深 300、上证 50 相比，中证 500 更多代表的是具有高成长性的二线蓝筹股和细分行业龙头股，

有望迎来业绩增长爆发点。此外，随着增量资金的注入，中小盘的估值修复行情有望展开，IC 仍存

在上行空间。

四、总结

综合来看，宏观经济仍处于复苏进程中，基本面拐点未至。尽管货币政策边际收紧，但整体仍

以稳为主。由于复苏中后阶段，腰部公司的复苏弹力相对较大，且 IC 估值上较 IF、IH 更具性价比，

建议多 IC 空 IF、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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