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财富大幅跳水

在创出1559.77点历史新高

后， 创业板指数昨日出现明显

调整， 不少创业板内的明星股

票也出现了明显下跌。 其中，东

方财富昨日盘中一度逼近跌停

板，尾市下跌逾6%，在两融标的

股中跌幅居前。

受创业板整体调整压力

加大影响，东方财富周二开盘

后即表现低迷，股价持续震荡

下行， 并于上午10点30分后

出现一轮跳水走势，盘中最低

下探至18.00元，尾市以18.54

元 报 收 ， 下 跌 幅 度 高 达

6.41%。

从业绩看，东方财富并不

是十分吸引人。 根据公告，公

司预计2013年净利润同比下

降约77%-91%。 不过，短期

业绩并不是公司股票吸引投

资者的主要因素。 从发展前

景看， 公司作为第三方基金

销售平台和 在线 理财 服务

商，发展前景广阔，而这也是

该股此前持续吸引资金追捧

的主要原因。

短期而言， 在去年四季度

的下跌中， 东方财富股价对于

2013年不佳的业绩表现已经进

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 股价当

前处于相对安全位置。 有分析

人士认为， 昨日该股下跌构成

短线入场机会， 建议融资阶段

关注。 （龙跃）

申报、开仓和持仓限制

（1）申报制度

个股期权交易单位：张

个股期权最小价格变动单

位：0.001元/股

若标的资产为股票：限价单

笔申报最大数量为100张，市价

单笔申报最大数量为50张。

若标的资产为ETF：限价单

笔申报最大数量为100张，市价

单笔申报最大数量为50张。

（2）限购制度

个股期权交易对个人投资

者实行限购制度，即规定个人投

资者买入期权开仓的资金规模

不得超过其在证券账户资产的

一定比例。

限购制度具体标准如下：个

人投资者用于买入期权的资金

规模不超过下述两者的最大

值———客户在证券公司的全部

账户资产的10%， 或者前6个月

(指定交易在该公司不足6个月，

按实际日期计算)日均持有沪市

市值的20%（已申请并获交易

所批准的套期保值、套利额度账

户除外）。 买入额度按上取整十

万取值。

（3）限仓制度

个股期权交易实行限仓制

度，即对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持

仓数量进行限制，规定投资者可

以持有的、按单边计算的某一标

的所有合约持仓（含备兑开仓）

的最大数量。

按单边计算是指：对于同一

合约标的的认购或认沽期权的

各行权价、各到期月的合约持仓

头寸按看涨或看跌方向合并计

算。 具体而言，认购期权权利方

与认沽期权义务方为看涨方向，

认购期权义务方与认沽期权权

利方为看跌方向。

限仓制度具体标准如下：

股票期权：对单个标的单边

方向个人投资者1000张 （投机

不超500张）， 一般机构2500

张，自营账户5000张，做市商1

万张；会员经纪50万张，会员自

营10万张。

ETF期权：对单个标的单边

方向个人投资者2000张 （投机

不超500张）， 一般机构5000

张，自营账户1万张，做市商2万

张；会员经纪100万张，会员自

营20万张。

（4）限开仓制度

个股期权交易还实行限开

仓制度，即对同一标的证券相同

到期月份的未平仓认购期权实

行限制开仓的制度。

限开仓制度具体标准如

下：只针对股票认购期权，在任

一交易日, 同一标的证券相同

到期月份的未平仓合约所对应

的合约标的总数超过合约标的

流通股本的30%（含备兑开仓

持仓头寸）时，除另有规定外，

上交所自次一交易日起限制该

类认购期权开仓 （包括卖出开

仓与买入开仓）。首次日终未平

仓合约持仓达到28%时， 交易

所将在下一交易日开市前向市

场进行提醒。 当上述比例低于

28%时， 本所自次一交易日起

解除该限制。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金

融工程组）

广汇能源放量涨停

受“有望获原油进口权”的

利好消息刺激，昨日广汇能源表

现抢眼，放量涨停。

昨日，广汇能源小幅低开后

震荡上行， 之后强势横盘震荡，

午后股价进一步拉升至涨停板。

截至收盘， 股价封死涨停板，报

收7.87元。 与此同时，昨日广汇

能源成交10.4亿元，较前一个交

易日的5.02亿元翻番，显示资金

大举流入。

有消息称， 公司今年有望

获得国家商务部非国营贸易原

油进口经营资质、配额。 目前广

汇能源在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油

田早已完成压裂、测井等工作，

测井产油量均较好， 斋桑油田

已具备原油生产能力， 因未获

得进口资质并未实现销售。 在

进口原有资质和配额落地后，

公司在哈国原油即可实现销

售。 另外，其哈国南伊玛谢夫油

气项目尚未进入实质性开采阶

段，仍在勘探中。

分析人士指出，广汇能源是

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煤、油、气

资源的民营企业，地处新疆，靠近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 且具

备政策优势。 一旦获得原油进口

权，公司销售业绩将大幅提升，昨

日的大涨正是缘于此良好预期。

而在利好兑现之前， 预计该股短

期或将继续受到资金热捧， 可暂

时保持融资仓位。（李波）

沪深300“三连阳”

□本报记者 魏静

马年的头三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一改往日的萎靡走势，

接连领涨各主要指数。 昨日，沪

深

300

指数再以

0.80%

的涨幅领

涨市场，其中一线蓝筹接力二线

蓝筹成为上涨的主力军。

沪深

300

指数昨日小幅高开

后再度向上攀升， 最高上探至

2296.52

点， 尾市报收于

2285.56

点， 全日上涨

18.03

点， 涨幅为

0.80%

。 与此同时，沪深

300

指数

的成交额继续放大，昨日该指数

单日成交

926.89

亿元，较前期日

均

400

亿元左右的地量水平已然

实现翻番。

个股方面， 昨日一二线蓝筹

股携手上攻，对沪深

300

现指构成

明显的支撑。 其中，民生银行、兴

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国平安及招

商银行的指数贡献度居前， 分别

为

2.65%

、

1.48%

、

1.25%

、

1.06%

及

1.04%

；与之相比，青岛海尔、苏宁

云商、 东华软件等个股昨日对现

指构成小幅拖累。 股指期货方面，

四大主力合约均继续上涨， 其中

IF1402

合约涨幅最大，为

0.57%

。

本周以来，二、三线蓝筹股发

动进攻，随后一线蓝筹股也跟进；

目前来看，蓝筹股的整体脉冲，更

多是基于资金对“红二月”行情的

看好。不过，在经济以及政策均未

出现显著改善的背景下， 市场反

弹的空间较为有限， 投资者不宜

过于乐观。

金瑞科技演绎“强者恒强”

作为新材料领域的领军企

业， 金瑞科技2014年以来的走

势可谓“顺风顺水” 。 从1月2日

至2月11日，该股股价连连走高，

累计 涨幅 已经 达到惊人的

66.79%，仅次于均胜电子，位列

700只两融标的股第二。昨日，金

瑞科技再次演绎“强者恒强”的

英雄本色， 全天以13.66元的涨

停价报收。

马年春节前， 全球领先的

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对外

公布中国市场布局， 这被视作

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新材

料等国内关联上市公司重大利

好， 金瑞科技的强势上攻格局

也在这轮集体拉涨中得到确

立。 2月7日，为加快推进电动自

行车用锂离子电池标准化工

作，工信部对外发布《电动自行

车用锂离子电池综合标准化技

术体系》，电芯、电池组及附件

等领域获得重点关注。 身兼国

内重要超硬材料研发基地和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双重身份的金

瑞科技再次借锂离子概念受到

投资人青睐，10日、11日连续收

出两次涨停， 成为沪深两市的

个股焦点。

分析人士表示， 一方面，

2013年下半年以来， 有关方面

密集调研新能源汽车企业，各项

扶持政策也不断出台，显示出政

策层面的强烈信心； 另一方面，

近期市场环境趋暖，资金利率水

平及两市投资情绪均有利于多

头操作， 随着年报行情的到来，

市场对业绩的预期也将对该股

股价继续走强提供支撑，建议投

资人保留融资头寸。（叶涛）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 融资融券标的追踪

2月10日融券净卖出前20证券

2月10日融资净买入前20证券

■ 两融看台

“空军” 逐步离场 期指反弹延续

□宝城期货 邓萍 高芸

期指短期内仍有反弹空间，

但从时间上来看预计不会太长。

目前除资金面因素外，短期期指

上涨的动力或来源于经济数据

的真空期。由于报表制度原因，1

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

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重要数

据， 将在统计局的数据中缺席，

只有货币及CPI数据将要公布。

目前，市场预计1月CPI同比增速

为2.3%， 低于2013年12月的

2.5%； 且1月新增贷款有可能突

破1.1万亿元大关，略高于去年同

期的10700亿元。 表面上看起来

不错的货币和通胀数据，再加上

其他基本面数据的缺失，给期指

创造了一个月左右的反弹时间，

激进的投资者可逢低介入多单。

央行逆回购暂停

昨日是马年春节后第三个

交易日，沪深300指数期货四大

主力合约略微低开后震荡走高，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红。 主力

IF1402合约以2262.0点开盘，最

高上探至2289.2点，此后涨幅有

所回落，收于2277.4点。 相比春

节前2199.2点的水平， 节后3个

交易日累计上涨达到78.2点，涨

幅为3.55%。

基差方面，与节前大幅升水

不同， 节后3个交易日主力合约

逐步由升水转变为贴水。 昨日

IF1402合约收盘贴水8.16个点，

较前一日贴水幅度有所扩大。

资金方面，节后的第一个公

开市场操作日，央行未开展任何

公开市场操作， 昨日到期的

3300亿元逆回购尽数回笼。 央

行收回节前主动释放的流动性

符合历史规律，也符合目前中性

偏紧的货币政策态度。本周公开

市场共有4500亿元逆回购到

期， 除昨日到期的3300亿元以

外， 周四还有1200亿元将要到

期，此外，周四还有300亿元国

库现金定存到期。

在央行暂停逆回购的影响

下，昨日资金价格回落幅度有限。

SHIBOR8个期限利率中，5个中

短期利率出现小幅下降，另外3个

中长期限利率未发生变化。节后3

个交易日， 资金价格稳定在偏高

水平。 如果说上周末央行的货币

政策报告中有只字片语可以解读

为货币政策有可能转松的话，那

么我们认为， 至少到目前为止并

没有事实依据出现。

净空持仓大幅走低

昨日期指总持仓为117633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595手，连

续两个交易日持仓下降，总持仓

的减少暗示多空双方对当前期

指反弹行情的分歧有所减弱。同

时，期指前20主力净空持仓在2

月、3月和6月3个合约相加之后

为14228手， 降至了1月15日以

来的最低水平。

净空持仓减少的直接原因

是空头在移仓换月过程中，并未

在下月合约上回补相等的空单

量。 昨日前20主力合约在2月合

约上减持空单4603手，但在3月

合约上仅增加了1778手的卖单

量，在6月合约上则是减少了21

手的空单。空单的减少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期指上方的压力，也

显示出主力席位对于近期期指

反弹行情的认可，市场看涨情绪

有所修复。

“空军” 逐步减仓

从传统空头持仓来看，看空

意愿已经出现松动，这或进一步

推升期指。周二，中证期货在3个

合约上持有的多单量达到了

6307手， 达到近一个月来的最

高水平，而持有的空单量则降至

16998手，也是近一个月来的最

低水平，净空持仓减少到10691

手，从前期14206手的高点回落

了25%；海通期货当前持有卖单

量减少至10548手，是去年11月

底以来的最低值，净空持仓量大

幅减少至4175手；同时，国泰君

安昨日的净空持仓减少了2156

手；华泰长城的净空持仓虽然略

有增加， 但是当前1349手的净

空持仓也是处于较低水平。从当

前四大传统空头席位持仓变动

情况上来看，期指有望迎来“红

二月”行情。

从持仓结构上看， 昨日空

头减仓最为积极的是国泰君安

和广发期货， 分别减少空单

2158手、1424手。增持空单最为

积极的是光大期货， 增加空单

948手，其余席位增持空单不超

过500手。 多头方面，增仓力度

最大的是安信期货， 增加多单

872手，其次为中证期货增加多

单841手，其余席位增仓也不超

过500手。 在经过了大幅反弹之

后， 多空双方增仓都显得较为

谨慎， 这或令后期股指反弹力

度放缓。

从融资净偿还到大幅融资买入

金融板块二月融资大转向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在经过一轮快速下跌后，沪

深股市于1月下旬企稳反弹，期

间一度出现周期与成长共舞、大

小盘股共升的和谐景象， 但在此

期间， 金融股的反弹力度却始终

较弱。 1月份金融服务板块出现

5.88亿元的融资净偿还， 显示融

资客普遍看淡1月份金融股的市

场表现。 但进入2月份，该板块融

资净买入额增加到12.32亿元，这

可能意味在市场情绪转暖的背景

下， 两融资金开始布局金融股的

反弹。市场人士表示，在基本面企

稳、资金压力缓解的背景下，金融

股短期的估值修复行情可期。

金融股融资大转向

1月份主板指数触底反弹，呈

现出先抑后扬的走势， 地产股成

为大盘阶段性反弹的重要功臣。

与之相比， 金融股的表现却相对

较弱， 这一现象在两融数据上有

所体现，1月份金融板块出现5.88

亿元的融资净偿还。 但进入2月

后， 该板块融资买入力度开始明

显加大，显示资金情绪逐渐乐观。

据Wind资讯统计，1月份融

资净买入额居前的行业分别为计

算机、电子、商业贸易板块，期间

融资净买入额分别为11.65亿元、

11.55亿元和7.94亿元，新兴产业

股在1月份再次受到两融资金的

追捧。 与之相比，化工、有色金属

和公用事业在1月份出现大幅融

资偿还， 期间融资净买入分别为

-6.98亿元、-6.68亿元和-5.19亿

元， 此类强周期品种受到了融资

客的抛弃。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大蓝筹，

两融标的中的金融股和地产股却

遭遇了截然相反的待遇。 1月份，

房地产板块的融资净买入额为

4.10亿元， 在申万行业中位居前

列； 与之相比， 金融板块则出现

5.88亿元的融资净偿还， 其中非

银行金融板块的净偿还额为5.83

亿元， 银行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

为0.05亿元。

但进入2月后， 金融股的融

资额出现大转向， 从此前的融资

偿还转为大幅融资买入。 在马年

的前两个交易日里， 金融板块累

计融资净买入额达到12.32亿元，

其中非银行金融板块的融资净买

入额增至7.54亿元， 银行板块的

融资净买入额增至4.78亿元，在

申万行业中位居前列。个股方面，

2月份，中国平安、平安银行、中

信证券等大盘金融股融资净买入

额也出现激增。

从市场表现来看，2月份申

万金融服务指数连续反弹， 累计

上涨3.13%， 成为沪深股市反弹

的“领军者” ，显然敏锐的两融投

资者踏准了金融股反弹的节奏。

短期估值修复可期

在小盘成长股歇脚休整的背

景下， 金融股的反弹无疑为市场

反弹提供了持续的动能，2月份

金融股融资大转向可能意味着两

融资金开始着手布局这一板块。

市场人士表示， 在基本面保持稳

定， 资金面压力出现缓解的背景

下， 金融股短期的估值修复行情

可期。

首先， 金融行业基本面开始

企稳。 从银行业来看，2014年存

款成本上升压力肯定存在， 但银

行仍有望保持息差稳定。 申银万

国证券表示， 互联网金融和利率

市场化都加剧金融脱媒， 负债成

本趋势上行。 但由于我国利率市

场化改革在流动性较紧环境下进

行，银行的议价能力强，可通过提

升资产端定价转嫁负债成本。 从

调研银行看，2013年3季度息差

触底，4季度略有反弹，若货币政

策稳定，预期2014年息差将保持

稳定。从非银行金融来看，根据证

券业协会发布的2013年行业数

据， 去年证券行业实现440.21亿

元的净利润， 同比实现较大幅度

增长， 经济业务仍是最主要的来

源。随着新股上市发行、新三板扩

容，2014年证券行业的业绩将受

到明显提振。

其次， 资金面压力出现缓

解， 松绑金融股头上的 “紧箍

咒 ” 。 央行在 2月 8日发布的

《2013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中称，运用公开市场

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

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

性调节等6种工具管好流动性稳

定预期。虽然本周二央行在公开

市场操作再度交出 “白卷” ，但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不涨

反跌， 隔夜Shibor利率下降了

16.65BP，7天Shibor利率下降了

9.80BP，1个月Shibor利率下跌

9.1个基点， 显示节后现金回流

充足，可以冲抵公开市场流出的

资金。此前金融股的弱势表现很

大程度上是受到资金利率高企

的拖累，在短期资金面压力出现

缓解后，金融股有望展开进一步

的修复行情。

■ 个股期权知识普及

期指净空单

融资融券统计

两融余额突破3600亿元 ETF融券普增

□本报记者 张怡

受市场大涨带动，2月10日两

融市场余额一举突破了3600亿元

大关， 较上个交易日增幅超过60

亿元。其中，融资余额劲增57.86亿

元，融券余额增长2.49亿元，双双

助力两融市场的规模扩张。 值得

注意的是， 所有存在融券余额的

标的ETF的融券余量普增。

2月10日，A股市场中蓝筹与

成长普涨，市场情绪十分乐观。由

此， 两融市场投资者的资金布局

也更为积极。 据统计，10日所有

行业均呈现融资净买入状况，传

媒、电子、计算机、化工行业的融

资净买入额居前，均超过4亿元；

而纺织服装、钢铁、有色金属的净

买入额居后。

融券方面也有看点。 行业方

面，银行、房地产、交通运输、钢铁、

汽车的融券净卖出量居前，而这些

行业近期均出现了上涨。同时据统

计，在2月10日的融券净卖出量前

20只标的中，有7只是标的ETF，且

有5只ETF盘踞在榜单前5位。

从近期的情况来看， 随着节

后股指的上涨， 这些ETF标的的

融券量均在10日出现了明显的

提升。 据统计， 目前13只标的

ETF中， 共有11只具有融券量，

这11只均在10日出现融券余量

的明显提升， 融券净卖出量增长

明显。 例如 ，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在10日的融券净卖出量

为 1817.28万份 ， 这是该标的

2014年的新高，较7日的21.28万

份明显提升； 当日起融资净买入

额为1857.67万元， 较7日的1.48

亿元明显下降。 其他ETF的两融

数据也均具有类似的情况。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蓝筹与成

长普涨的态势，使得市场中的乐观

情绪升温，不过不应忽视的是经济

面上尚未出现好转势头， 美国QE

退出对新兴国家市场将形成长期

影响， 由此当前股指的连续上涨，

特别是长期低迷的蓝筹板块估值

的连续提升争议较大，不少套利者

也选择了逢高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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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净卖出

量(万股)

159901.OF

易方达深证

100ETF 11,703.76 7,270.09 3,061.91 4,208.18

510300.O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6,220.75 11,301.06 9,483.79 1,817.28

510050.OF

华夏上证

50ETF 3,181.36 13,119.64 11,307.52 1,812.12

510180.OF

华安上证

180ETF 647.18 953.67 558.73 394.94

159902.OF

华夏中小板

ETF 3,261.61 446.70 171.92 274.78

601288.SH

农业银行

194.97 743.30 578.40 164.90

159919.OF

嘉实沪深

300ETF 828.29 542.01 388.73 153.28

601998.SH

中信银行

177.14 154.97 30.64 124.33

600016.SH

民生银行

646.20 481.39 374.21 107.18

601818.SH

光大银行

173.55 286.96 188.05 98.91

159903.OF

南方深成

ETF 519.43 131.62 52.13 79.49

601989.SH

中国重工

238.96 490.49 415.14 75.34

600383.SH

金地集团

273.56 140.62 67.23 73.39

600048.SH

保利地产

293.00 181.65 109.99 71.66

600019.SH

宝钢股份

120.53 83.29 15.82 67.47

601939.SH

建设银行

63.95 203.65 149.16 54.49

600010.SH

包钢股份

77.05 222.04 176.25 45.79

601333.SH

广深铁路

69.96 74.27 30.12 44.15

601600.SH

中国铝业

111.74 65.79 21.83 43.96

600089.SH

特变电工

171.15 445.07 403.16 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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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净买入额(万元)

600839.SH

四川长虹

167,459.94 32,349.75 19,328.19 13,021.56

000100.SZ TCL

集团

142,009.82 28,751.57 16,331.14 12,420.43

600519.SH

贵州茅台

214,273.82 16,361.92 4,149.67 12,212.25

600100.SH

同方股份

180,751.18 25,490.56 14,794.77 10,695.80

601318.SH

中国平安

893,881.15 28,155.78 18,869.54 9,286.24

600158.SH

中体产业

64,858.15 22,074.61 14,013.80 8,060.81

601808.SH

中海油服

66,677.04 9,592.67 1,884.69 7,707.98

600036.SH

招商银行

348,061.65 11,827.26 4,766.38 7,060.88

000001.SZ

平安银行

319,886.55 12,657.06 5,759.96 6,897.11

000988.SZ

华工科技

32,423.12 13,073.32 6,391.37 6,681.95

002450.SZ

康得新

93,927.29 15,082.26 8,495.70 6,586.56

600150.SH

中国船舶

50,322.68 11,461.40 5,020.27 6,441.13

600028.SH

中国石化

75,094.60 7,797.66 1,763.92 6,033.74

600522.SH

中天科技

54,192.75 13,665.68 7,850.26 5,815.42

601216.SH

内蒙君正

55,651.31 13,526.90 7,821.43 5,705.47

002024.SZ

苏宁云商

407,075.51 37,916.68 32,217.32 5,699.36

300077.SZ

国民技术

38,659.52 10,794.40 5,124.58 5,669.81

600118.SH

中国卫星

86,630.84 17,564.30 11,912.30 5,652.00

600837.SH

海通证券

455,911.11 18,150.72 12,742.72 5,407.99

600718.SH

东软集团

58,961.44 12,378.67 7,154.35 5,224.32

近一个月期指主力合约净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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