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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融资净买入额前20的证券

■ 两融看台

■个股期权知识普及

“红包” 行情存疑 多单轻仓过节

□宝城期货 邓萍 高芸

周一，在上周末外盘股市大幅下挫的

影响下，A股及股指期货市场纷纷下跌，持

续不到一周的“红包”行情面临“夭折” 。

期指主力 IF1402合约低开16.8个点于

2235点，现货开盘后再度跳水，最低下探

至2216点，后低位震荡。 IF1402合约最终

收于2227点，下跌1.21%，尾盘基本走平。

基差方面，自上周五主力合约升水收缩自

6个点之后，昨日基差再度放大，IF1402合

约收盘升水11个点，扩大5个点。

外围股市下挫 新兴市场汇率暴跌

期指本周一的下跌主要是受到外围

市场的影响。在美联储将继续削减债券购

买规模以及以此引发的新兴市场资金出

逃的影响下，美股及新兴市场股市上周均

受到压力。 道琼斯指数在不断创新高之

后，上周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并且上周

五单日跌幅达到1.96%。 同时，由于资本

外逃，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等新兴国家

货币日前出现大跌。 周一，亚洲股市继续

下探，日经225全天下跌2.51%，韩国综合

指数、孟买SENSEX30、泰国综指、雅加

达综指跌幅分别为1.56%、1.9%、1.75%、

2.58%， 恒生指数下跌462.41点， 失守

22000点大关。

股市下跌的背后，是多个新兴市场货

币汇率的暴跌。上周四起，土耳其里拉、阿

根廷比索、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等新兴

市场国家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相继大跌。数

据显示，当日在外汇市场上，土耳其里拉

兑美元触及2.3045里拉兑1美元， 巴西雷

亚尔兑美元跌至2.4016雷亚尔兑1美元。

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汇价也一路走软，至

5年低点。 上周五，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

央行出手干预汇市，但未能阻止跌势。 由

于目前阿根廷央行的外汇储备所余不足

300亿美元，已无力对其货币披索进行干

预，阿根廷被迫放松外汇管制，阿根廷披

索单日下泻13%。 显然美国退出QE的影

响或许从上周才开始真正影响全球市场，

从目前来看，A股市场很难独善其身。

净空持仓创阶段新高 传统空头现分歧

昨日股指四合约总持仓为117184

手，比上周五增加了2534手，已经连续8

个交易日位于12万手下方， 表明当前多

空双方的分歧力度并不是很大，或者说是

对股指弱势行情的认同度较高。 周一，期

指前20主力在三个合约上持有的多头头

寸为78710手， 连续两个交易日位于8万

手下方， 而前20空头头寸却呈现连续攀

升态势，总计为98434手，净空持仓达到

19724手，攀升至去年6月4日以来的最高

水平，表明当前市场的空头压力在不断增

加。 虽然当前期指总持仓在12万手附近

呈现区间震荡态势，但是净空持仓的攀升

却表明了当前多头对股指反弹缺乏信心，

市场仍由空头主导。

从传统空头的持仓情况来看，空头内

部开始出现分歧，这或为股指的下跌提供

一定的缓冲。中证期货在三个合约上的空

头头寸昨日降至17171手，是近11个交易

日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其净空持仓也已经

降至12402手，已经从前期1.4万手的高位

有所回落，暗示当前中证期货对于未来期

指持续下跌的观点略有缓解。海通期货的

净空持仓也从前期1万手的水平降至

6596手，看空意愿略有松动。 在中证期货

和海通期货净空头寸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国泰君安却从前期的净多持仓转变为净

空持仓， 周一国泰君安的空头头寸为

11913手，多头头寸为10314手，净空持仓

量达到1599手， 虽然比上周五净空持仓

量略有下降，但是多翻空的行为却暗示了

其对未来行情并不乐观。三大传统空头内

部分歧的加剧有助于缓解期指持续走跌

的动能。

短空席位增仓积极“红包”行情存疑

从持仓结构上来看，在经过了周一的

大幅下跌之后， 短空席位增仓较为积极，

其中有12家席位增加卖单量超过100手，

增加空单量在200手以上的就有7家，而

多头方面增仓在200手以上的仅有4家，

其余席位增加力度都较小。多头减仓的力

度要比空头大， 昨日多头有12家席位选

择减持多单共计1768手， 而空头减仓额

度总计为1390手， 可见多头对于当前短

期行情并不乐观， 而短空则是趁机加仓，

不利于期指短线走势。

总体看来，虽然国内宏观环境暂时转

好，A股春节前收红的概率也较大， 但是

美联储削减QE带来的一系列反应正在发

酵， 资金市场整体风险上升，A股也将受

到影响，建议多单轻仓过节。

沪深300指数下破20日均线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一， 沪深300指数结束升势，回

踩20日均线调整。 板块方面，金融股和地

产股弱势回调， 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沪深

300指数的表现。 预计短期沪深300指数

将维持震荡整理格局。

昨日， 沪深300指数小幅低开后，震

荡下行，此后一直维持在低位运行，最低

下探至2211.80点， 尾市报收于2215.92

点，下跌1.33%。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沪深

300指数连续上攻一举突破20均线，短期

有回调整理的需要。

个股方面， 苏宁云商、 贵州茅台和

TCL集团昨日对沪深300现指构成明显

支撑，指数贡献度分别为0.92%、0.86%和

0.81%；与之相比，中国平安、中信证券和

海通证券昨日明显拖累沪深300现指，指

数贡献度分别为-3.14%、-1.22%和-1.

10%。 股指期货方面，四大主力合约悉数

下跌，跌幅均小于现指。 其中IF1403合约

跌幅最大，为1.23%。

分析人士指出， 美股上周五遭遇重

创，阿根廷货币急剧贬值引发了全球金融

市场的动荡， 亚太市场跌声一片，A股市

场很难“独善其身” ，这在一定程度上压

制了沪深300指数的表现。此外，此前低位

反弹的地产股和金融股短暂回调，昨日申

万房地产和金融服务指数分别下跌1.17%

和1.70%， 权重股的弱势表现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沪深300指数的反弹空间。 预计短

期沪深300指数将维持震荡整理格局。

TCL集团涉游戏涨停

智能家居概念昨日卷土重

来，涨幅遥遥领先。其中，TCL集

团昨日逆势放量涨停，报收2.56

元， 涨幅为9.87%； 成交额为

23.97亿元， 较上个交易日的

3.10亿元放大了近7倍。

1月25日，TCL多媒体CEO

郝义表示，TCL近期将进军游戏

产业，推出专业的智能游戏主机

+游戏电视两类产品。 据悉，

TCL已经与国内智能游戏品牌

ATET达成独家合作。日前TCL

集团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

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预计将同比增长139%

-176%，公司表示，各主要产业

产品销量和营业收入同比均有

提升，盈利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提

高。 昨日上午，TCL集团股价在

11点之前成交量突然放大，股

价直线拉升直至涨停。

昨日市场中涨幅最高的概

念是智能家居概念， 涨幅为

3.43%，遥遥领先于别的概念。

微软、谷歌、苹果等国际巨头

在该领域的动作频频，国内产

业政策和地方扶持也支撑着

该概念板块的活跃。 其中TCL

集团作为消费类电子企业集

团的代表之一，也受到这种热

潮的带动。

分析人士指出， 在智能家

居和游戏双概念的催化下，预

计TCL集团的上涨动能依然较

强， 建议保留融资买入仓位。

（张怡）

华平股份放量跌停

昨日，华平股份以跌停价开

盘后并未封住跌停板，全日在低

位震荡， 最终仍以跌停价24.28

元收盘，成为昨日唯一跌停的两

融标的。昨日其成交额为7.29亿

元，较上个交易日的2.44亿元明

显放大。

根据华平股份日前发布的

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2013年营

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均将预增20%-30%，

业绩增长主要来自于相关大客

户的收入确认。

随后，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

发布的研究报告均表示，上述业

绩预增幅度低于市场的预期。其

认为，该业绩预告反映出部分前

期项目未能在2013年确认，判

断受政府债务审查影响，短期内

公司智慧城市项目进展低于预

期，公司单一客户占收入比例较

大，业绩波动风险较大，下调对

公司的业绩预期和目标价位。不

过，未来公司在远程教育、金融

服务和家庭监控等领域仍有突

破空间，公司收入结构有望进一

步优化。

分析人士指出， 短期内业

绩低于预期仍将对股价形成

压制，不过智慧城市相关概念

板块的景气度依然处于上升

通道，待华平股份股价消化不

利预期之后，可择机建立融资

头寸。 （张怡）

金证股份业绩预增助涨停

由于业绩预增幅度超出市

场预期，昨日金证股份股价逆势

涨停，报收21.78元，在所有两融

标的中涨幅居首位，并带动了相

关互联网金融概念板块的拉升。

日前， 公司发布2013年度

业绩预增公告， 预计2013年

1-12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 50%

-60%左右；公司表示，业绩大

幅上升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营

业收入增长所致。这一预告超出

了此前的市场预期，国泰君安证

券表示，公司四季度为历史上单

季度利润最高的季度， 增速达

70%-93%，金融IT需求的旺盛

推动了这一良好的表现。

受此带动，公司股价早盘小

幅高开后震荡上行，上午高位横

盘震荡为主， 在中午11点之前

巨量买单推升股价至涨停板，并

维持至收盘。

当前，互联网金融是A股中

最为热门的概念之一，正在颠覆

传统金融的竞争格局。 其中，金

证股份由于接连斩获包括余额

宝、天天富、苏宁零钱宝、微信理

财通等互联网金融 “余额理财

型” 标杆案例，竞争优势凸显。

分析人士指出，IT在金融行业

的渗透将越来越深，在当前春节

行情展开之际，公司的股价有望

进一步提升，建议投资者保留融

资头寸。（张怡）

由于期权的涨跌和正股涨

跌关系是非线性的，因此涨跌幅

也为非线性的设计。 一般平值

与实值期权涨跌幅较大，而虚值

期权则涨跌幅较小，严重虚值的

期权涨跌幅非常有限。

期权合约每日价格涨停

板

=

该合约的前结算价

+

涨跌

幅；

期权合约每日价格跌停

板

=

该合约的前结算价

-

涨跌

幅；

认购期权涨跌幅

=max {

行

权价

×0.2%, min[

（

2×

正股价

－

行

权价），正股价

]×10％

｝；

认沽期权涨跌幅

=max {

行

权价

×0.2%, min [

（

2×

行权价

－

正股价），正股价

]×10％

｝。

如果根据上述规定计算的

涨停价、 跌停价不是最小报价

单位（

0.001

元）的整数倍，则涨

停价、 跌停价都四舍五入至最

接近的价格。

除权除息日按调整后标的

前收盘价、 行权价计算涨跌停

幅度。

对于认购期权涨跌幅，有

以下规定： 一是当涨跌幅小于

等于

0.001

元时， 不设跌停价；

二是最后交易日，只设涨停价，

不设跌停价； 三是如果根据上

述公式计算的跌停价小于最小

报价单位（

0.001

元），则跌停价

为

0.001

元。

对于认沽期权涨跌幅，有

以下规定：一是当涨跌幅小于

等于

0.001

元时， 不设跌停价；

二是最后交易日， 只设涨停

价，不设跌停价；三是如果根

据上述公式计算的跌停价小于

最小报价单位（

0.001

元），则跌

停价为

0.001

元。

这些公式看起来很复杂，也

比较难理解啊。对首次接触期权

的投资者来说理解起来可能会

有点难度。但在投资初期对于期

权最多能涨跌多少，投资者应该

记住两点：

第一： 期权价格涨跌不会

超过标的股票或

ETF

，比如中国

平安在

1

月

10

日，价格是

39.57

，

股票第二天最大涨跌幅不超过

3.957

元，则其对应的期权第二

天的 最大涨跌幅也不超 过

3.957

元；

第二： 即使同一股票对应

的期权，不同行权价格的期权

的涨跌幅也是不一样的。 假如

你买了中国平安认购期权，如

果中国平安的价格高于你所买

期权的行权价格，那么期权的

涨跌幅和股票的涨跌幅一致；

如果中国平安的价格低于你所

买期权的行权价格，那期权的

涨跌幅比股票的涨跌幅要小；

但假如你买了中国平安的认沽

期权，则正好相反，如果中国

平安的价格高于你所买期权的

行权价格，那么期权的涨跌幅

比股票小；如果中国平安的价

格低于你所买期权的行权价

格， 那么期权的涨跌幅与股票

一样。 总结来说，对同一标的，

实值期权涨跌幅等于标的资产

涨跌幅，而虚值期权涨跌幅小

于标的资产涨跌幅。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金融工

程组）

4只两融标的股迎解禁

14.47亿股解禁 包钢股份融资减退

□本报记者 张怡

本周A股迎来限售股解禁小高峰。 据

统计， 本周A股解禁股份为65.49亿元，解

禁市值约395.44亿元， 较上周基金市值

312.79亿元环比增长了三成。 包括包钢股

份在内的4只两融标的股将迎来解禁，包

钢股份、 大智慧解禁股份数量分别达到

14.47亿股和11.56亿股。 在解禁压力下，近

期包钢股份的股价已经连连下跌， 两融情

况也出现连续净偿还。分析人士指出，解禁

带来的压力不容小觑， 但当前或许也是布

局良机，随着春季行情的演绎，节后其融资

情况有望逐步回升。

解禁股融资净偿还显著

据统计，1月以来，共有25只两融标的

迎来限售股解禁， 解禁股份数量为74亿

股。其中，海南橡胶、包钢股份、大智慧的解

禁股份数分别达到29.46亿元、14.47亿元

和11.56亿元，远高于其他公司。其中，本周

将迎来解禁的公司有浙江龙盛、万达信息、

海宁皮城、柳工、大智慧、爱建股份和包钢

股份。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额解禁， 包钢股份

尽管近期推出定增募资预案，谋求转型，但

股价也并未只涨不跌。 实际上， 自1月以

来， 包钢股份的股价和融资融券情况均经

历着“过山车” 。

去年12月底公司发布的定增预案显

示，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

298亿元资金向包钢集团购买资产， 其中

273亿元用于购买白云鄂博尾矿库， 剩余

资金用于购买选矿相关资产、 白云鄂博矿

综合利用项目的选铁相关资产及补充流动

资金。 分析人士认为，若交易完成，包钢股

份将从传统钢企“华丽” 变身为矿产资源

平台和全球最大的轻稀土资源平台。

受此带动， 公司股价复牌即连续三个

交易日涨停，从3.92元上涨，在1月6日最高

触及5.35元。 同期， 公司的融资买入额大

增，1月3日融资买入额达到4.03亿元，融资

净买入额也高达3.09亿元，均创下纪录。

不过，伴随着解禁压力的来临，公司的

股价并未维持在高位。 在1月6日之后，包

钢股份的股价从高位开始下降，27日报收

4.18元， 相较于阶段高点5.35元已跌去两

成以上。 由此，1月6日之后，包钢股份的融

资买入额也节节减退， 在1月20日融资买

入额触及低点2235.67万元， 继此之后到1

月24日，包钢股份的融资净买入额均为负

值，呈现出连续的融资净偿还状态。

解禁潮后或迎融资回升

当前包钢股份的融资减退状况， 与其

限售股解禁不无关系。 在春节行情逐步展

开之际， 包钢股份的融资有望在1月30日

解禁后迎来回升，当前或为布局良机。

而此前，限售股大量解禁对股价和两融

的压制案例并不缺乏。从此前海南橡胶的走

势来看，其股价在1月7日限售股解禁前一直

处于连续下跌状态， 但7日之后逐步企稳回

升，其融资买入额也呈现出明显的“U”型走

势。 可见，大量的限售股解禁压力对股价和

两融数据的影响都有较大的影响。

不过， 相对于海南橡胶、 包钢股份而

言， 同样面临着解禁压力的大智慧的走势

则完全不同。 尽管1月28日将有11.56亿股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但大智慧

近期的走势十分稳健，逐步攀升。且融资买

入额自1月21日起融资买入额跃升至

5483.21万元，较此前明显放大，上周起融

资买入额为1.97亿元，是其最高值。

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由于大智慧行业

景气度较高所致。近期春节临近，互联网消

费及理财引发的互联网金融热蔓延到了A

股市场，支撑了行业的高景气度。而后续随

着国家对信息消费的促进， 这种互联网金

融热或将反复出现。不过尽管如此，建议投

资者依然要谨慎对待个股解禁后股东逢高

减持现象。

总体而言， 当前A股市场正逐步展开

春节行情， 投资则会除了对与春节相关传

媒、消费板块追捧外，也可以适当为中长期

布局，包钢股份仍然值得重点关注。申银万

国证券认为，若资产注入完成，公司将成为

全球最大轻稀土资源平台， 不排除未来介

入稀土精矿的生产， 未来稀土资源变现空

间极大，市值有望达千亿。轻稀土行业管制

逐步放开、下游放量，稀土价格上涨和公司

稀土综合利用研发项目取得成效都有望成

为公司股价的催化剂。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多空持仓数据

恐高心理显现 融资余额增势受阻

□本报记者 龙跃

在脱离2000点底部区域后，最近三个

交易日沪综指呈现平台震荡整理走势，反

弹势头有所减缓。受此影响，两市融资余额

也结束了此前持续多日的增长势头， 在近

期首度出现小幅回落， 显示资金恐高心理

有所提升。

1月24日， 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报

3554.10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的3556.42亿元

出现小幅回落。具体来看，两融余额下降的主

要原因为融资余额与融券余额均出现一定

幅度下降；而从规模看，融资余额下降对两融

余额整体影响最大。 具体来看，1月24日融资

余额为3529.88亿元，融券余额为24.21亿元。

在个股方面，1月24日融资净买入居

于前三位的证券分别为中国平安、 大族激

光和兴业银行， 当日融资净买入额分别为

1.26亿元、7891.12万元和5267.92万元。 从

融资居前的个股看，与二级市场相似，当前

融资买入力度较大的个股也没有特别清晰

的行业或风格主线，做多资金处于“乱战”

状态中。 在融券方面，1月24日融券净卖出

量居于前三位的证券分别为南方深成

ETF、万科A和中国中冶，具体融券净卖出

量分别为159.48万份、85.68万股和60.34

万股。整体来看，当日融券净卖出量居前的

股票中，地产股占比较高，显示此类股票在

近期明显反弹后，市场分歧也在逐渐加大。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部分拉美国家新兴

经济体出现资金撤离现象，显著抑制全球资

本市场风险偏好， 导致外围股市剧烈震荡，

短期对A股市场难免产生不利影响。不过，考

虑到流动性阶段缓解以及积极政策预期提

升等因素，未来一个月市场仍有望保持强势

格局，建议融资短期采取相对积极策略。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截止日余额(元) 截止日余量(股) 期间卖出量(股) 期间偿还量(股) 净卖出量（万股）

159903.OF

南方深成

ETF 514.98 631.88 183.23 23.75 159.48

000002.SZ

万科

A 3,248.48 417.01 841.96 756.28 85.68

601618.SH

中国中冶

347.59 209.39 80.19 19.85 60.34

600005.SH

武钢股份

212.55 100.73 109.92 53.86 56.06

000709.SZ

河北钢铁

164.60 92.47 70.79 19.67 51.12

000718.SZ

苏宁环球

363.12 76.77 92.95 44.41 48.54

600019.SH

宝钢股份

267.36 70.73 57.31 11.71 45.60

000629.SZ

攀钢钒钛

104.00 53.06 55.41 24.13 31.28

601901.SH

方正证券

805.40 137.21 466.44 437.07 29.37

600383.SH

金地集团

1,233.80 199.00 596.69 572.47 24.22

601988.SH

中国银行

93.03 37.36 404.99 380.80 24.19

510880.OF

华泰柏瑞红利

ETF 87.84 54.22 272.04 248.27 23.78

601766.SH

中国南车

592.20 128.46 75.61 54.45 21.16

600104.SH

上汽集团

1,674.30 127.03 116.53 96.43 20.10

601899.SH

紫金矿业

406.24 178.96 781.13 761.75 19.38

000776.SZ

广发证券

1,443.42 120.79 159.93 141.65 18.28

600743.SH

华远地产

48.39 19.75 20.37 2.30 18.07

600016.SH

民生银行

3,058.86 433.27 345.59 327.56 18.03

600048.SH

保利地产

1,531.95 187.28 756.98 739.73 17.25

600240.SH

华业地产

106.98 25.84 84.45 69.02 15.4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截止日余额(万元) 期间买入额(万元) 期间偿还额(万元) 净买入（万元）

601318.SH

中国平安

894,215.53 26,131.66 13,508.47 12,623.20

002008.SZ

大族激光

67,426.32 18,747.85 10,856.72 7,891.12

601166.SH

兴业银行

569,830.45 15,423.42 10,155.50 5,267.92

000671.SZ

阳光城

25,166.64 5,592.49 954.06 4,638.42

601901.SH

方正证券

97,541.12 14,515.99 10,068.79 4,447.20

601216.SH

内蒙君正

51,890.86 14,951.56 10,778.89 4,172.67

002229.SZ

鸿博股份

38,416.18 13,995.97 9,957.64 4,038.33

510050.OF

华夏上证

50ETF 1,032,047.00 20,858.55 16,905.48 3,953.06

000061.SZ

农产品

110,696.85 5,853.91 2,485.95 3,367.96

601519.SH

大智慧

29,137.52 7,192.93 4,096.52 3,096.41

000506.SZ

中润资源

17,708.52 4,313.11 1,248.79 3,064.31

600016.SH

民生银行

571,690.65 10,922.68 7,879.90 3,042.78

510300.O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1,032,455.26 11,372.03 8,448.88 2,923.15

002261.SZ

拓维信息

52,883.35 12,450.32 9,545.63 2,904.69

601098.SH

中南传媒

38,044.49 6,177.05 3,406.63 2,770.42

601006.SH

大秦铁路

111,571.65 4,680.01 1,911.46 2,768.55

300059.SZ

东方财富

60,271.16 11,969.22 9,261.30 2,707.92

600352.SH

浙江龙盛

43,087.04 3,607.99 917.55 2,690.44

002129.SZ

中环股份

65,881.51 6,266.14 3,610.89 2,655.24

000001.SZ

平安银行

315,828.12 9,967.38 7,320.18 2,64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