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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速递

原油暴跌续集:三主线演绎“血雨腥风”

多年以后， 当我们谈论起能源史时，2014年11月27日

的OPEC会议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标志性事件。

自7月开启断崖式下跌以来，“商品之王” 屡屡掀起资

本市场的“血雨腥风” 。 但油价暴跌不是结束，而只是蝴蝶

效应的开始。

交易速度哪家强 期货业掀起“装备竞赛”

期货市场的核心是交易，IT关乎期货公司生死存

亡。 现在，期货公司对IT设备空前重视，技术部要上啥系

统，买啥设备，几乎不怎么考虑就直接上马。 动辄十万、

百万元，甚至千万过亿元的 IT技术投入，在金融圈似乎

见怪不怪了。

时髦又有范儿 港式小合约的“中国梦”

有人说我们身段小，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活跃的天性，

在伦敦的金属兄弟们可以证明；有人说我们资历浅，但这

并不是未来我们作为“明星港仔”的绊脚石———我们是来

自香港的金属三兄弟，小铜、小铝、小锌，隶属于LME金属

期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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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所与东证期货

合作推出农产品指数

□本报记者 官平

11月28日，由大商所下属子公司大连飞创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创公司）与上海东

证期货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东证-大商所农产

品指数”在上海正式对外发布，该指数未来将定

位于国内商品期货ETF产品的标的指数，其发布

使大商所农产品期货有了新的先行指标。

据了解， 该指数基期为2005年12月30日，指

数基点为100点。指数设计主要针对大商所上市交

易的农产品期货品种，具有高度的大商所特性。

飞创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指数目前纳入

大商所大豆、豆粕、豆油、玉米和棕榈油5个期货品

种，成分主力合约的选择以持仓量作为指标，即以

持仓量最大为判断依据。 若多合约持仓量最大值

相等，则参考成交量。成分合约的权重调整日为每

年4月和10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这支指数未来定位

于国内商品期货ETF产品的标的指数， 通过期货

产品证券化的商品期货ETF实现期货市场和证券

市场的连接，对于满足机构投资者抗通胀、产品多

元化发展方面具有创新价值和重要意义。

大商所指数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东证-大

商所农产品指数”的推出，是会员单位与交易所

合作开展金融创新的结果，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市

场化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该指数以大商所上

市交易的农产品期货为标的， 由于期货市场的价

格发现功能，使该指数具有价格先行指标的作用，

对于研判农产品市场趋势有着积极作用， 同时其

对外发布也有助于推动相关产品开发， 并为今后

其它商品期货产品金融化奠定基础。 未来基于该

指数开发的ETF基金，将成为沟通连接期货交易、

证券交易和机构投资者等各方的重要纽带和桥

梁，将会促使基金公司更为积极地介入商品市场，

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力量， 进一步增强农产品

期货的市场的流动性，促进市场功能发挥。

大商所近年新品种、新业务不断创新发展，

市场规模与容量已经具备支撑多个品种领域的

指数建设能力。 基于国际国内期货市场现状及

发展规律，在政策关怀及市场需求下，大商所于

今年5月成立了“生猪及商品指数小组” ，专门

就现货及期货指数， 特别是商品ETF方面进行

研究探索。同时，大商所将指数编制授权业务及

对外经营工作委托飞创公司开展， 此次东证期

货与飞创公司的合作成为大商所推动商品指数

相关工作的良好开端， 未来也将有更多专业机

构共同参与推进其他指数的开发建设。

此外，记者从发布会还上了解到，《大商所指

数编制授权业务指引》已正式对外发布，该指引

明确了指数编制机构利用大商所相关品种编制和

发布指数及开发衍生品的业务范围， 并对指数发

布方式和产权等方面进行了规范界定。发布会上，

东证期货、 飞创公司也分别从指数设计思路及飞

创指数业务及平台等方面进行了相关介绍。

伺机潜伏个股 借力期指助阵

期货大佬独特战法助力A股牛市

□本报记者 王朱莹

“现在一些优先资金， 原本是用来发行期

货私募产品的， 目前正在挡也挡不住地流向股

市。”一位期货公司负责人的话从侧面反映了目

前股市增量资金的一部分来源———期货市场。

7月22日以来，A股市场展开一轮波澜壮

阔的大反弹，而近期降息消息的出炉，更让市

场相信这种行情的性质将是驱熊迎牛的大反

转。 市场预测点位从2400点不断上移至

2500、2800、3000点，甚至有人抛出4000点、

5000点的牛市口号。

不论是否信口雌黄， 市场看多的声音的

确吸引了大规模增量资金入市是不可否认的

事实。 上周五， 沪深两市成交额超过7000亿

元，这其中有不少资金来自于各路期货大佬，

而部分大佬早已潜伏股市多时， 并用其独特

战法缔造或擒获了不少牛股。 前期冠豪高新

的幕后推手林广茂自不必说， 宁波敢死队出

身的期市“南帝” 叶庆均则是新开普大牛行

情的缔造者。 而一些不擅长选股的期货私募

大佬们， 则选择他们熟悉的期货工具———股

指期货，曲线声援A股，分享牛市红利。

浙系大鳄：闪电战“新开普”幕后推手

“为什么转战股市和做多的理由？回答很

简单———连叶庆均这样的期货大鳄都去做股

票和股指期货去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转战

A股呢？ ”当中国证券报记者询问一位近期大

手笔介入股市并做多股指期货的期货私募人

士熊先生为何转战A股时，他笑答道。

对期货市场有所了解的投资者都知道，

人称“叶大户” 的叶庆均是浙江系龙头期货

大佬，敦和资管是其大本营，管理资产规模传

言已上千亿元。 当前股市大涨、人气旺盛，也

吸引了这位地位尊崇的期货大佬的目光。

熊先生对敦和资管颇为了解，据他介绍：

“敦和资管采取的是合伙人制，我的一位朋友

是合伙人之一。 他透露，目前敦和大概有20%

的资金用来配置股票，以前则不足5%。 ”

2014年二季度， 叶庆均现身A股上市公

司新开普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之中。 新开

普的半年报公告显示， 他在二季度新进了

49.17万股， 成为新开普的第十大流通股东。

而在三季报公告中，他的名字则消失不见。 这

表明， 叶庆均的建仓和持股时间应在4月1日

至9月30日（不含9月30日）之间。 这段时间

内，新开普股价涨幅超过了95%，期间一度连

续拉涨，并不时伴有股价涨停的大阳线出现。

“他们做股票的风格也类似是找 ‘开阔

地、大平原’ ，一头扎进去引爆概念，短短几天

连续涨停，边拉边走。 这种打法期市就是期货

中他常用的闪电战， 也是当初宁波涨停板敢

死队的风格， 这跟他宁波敢死队的经历有

关。 ” 一位不愿具名的沪系投资人士表示。

叶庆均并不是最近才 “尝鲜”A股市场

的。早在2005年，伴随着A股牛市的到来，叶庆

均就曾加入当时的宁波涨停板敢死队，不过那

时他只是会员之一，并未出名。从风格上看，宁

波涨停板敢死队的战法是果断吃进、 火速撤

离，以“快、准、狠”著称。叶凭借着对交易的天

生悟性，创造了不少新的战法，“开阔地、大平

原” 的选股思路不断形成并得到检验，他本人

也逐步被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捧为灵魂人物。

“所谓‘开阔地、大平原’ 就是缩量盘整

很久的个股，远离交易密集区域，这是他们当

初选股的思路。 后来做期货， 就变成了闪电

战：一天会把所有的行情打到极致，逼对手投

降。 但现在市场容量变化了， 而且都是套利

盘，打不出止损，这种战术也被人经常识破并

栽跟头， 相信这也是他们转战A股的原因之

一。 ” 前述沪系投资人士说道。

“叶还比较喜欢和期货相关的股票。”他补

充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翻查上市公司三季报发

现，“叶庆均”之名分别登上了泰山石油和罗平

锌电的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其中，叶庆均三季度

新进泰山石油600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为

1.25%，成为泰山石油第二大股东；同期新进罗

平锌电50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18%，成为罗

平锌电第三大股东即第一大流通股东。

早有敏锐的投资者发现了叶庆均的踪

迹，纷纷在论坛上发帖求证，言语中透露出兴

奋和期盼———

“叶庆均现在是第一大流通股东，按照叶

庆均今年进新开普获得的高额回报， 难道罗

平锌电年底有一波大行情？ ”“叶庆均来了，

泰山石油带来无限遐想……”

沪系大佬：阵地战 长线死守银行股

除了叶大户之外， 另一位声名显赫的沪

系期货大佬葛卫东， 近期也屡屡现身A股上

市公司季报、年报中。但他涉足股市的时间也

较早，2008年起还曾多次发行私募基金产品

投资股票。 他的投资风格与叶庆均截然不同，

后者崇尚短线概念、主动出击；而葛则更偏好

长线价值、死守待涨。

中国证券报记者浏览去年以来各季报、

半年报及年报发现，截至三季报，葛卫东实名

上榜前十大流通股东的股票有平安银行、红

太阳和安泰科技。从报告中推测，其建仓安泰

科技的时间应为今年第二季度期间， 该股自

今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 二季度至三季度之

间涨幅为35.09%，4月1日至11月28日的涨幅

则为29.02%； 而红太阳则为其今年第三季度

新进股票，目前因筹备重大事项停牌中，7月1

日至停牌前涨幅为14.04%。

而平安银行则是其持股时间最长的一只股

票。“葛卫东”之名最早现身于平安银行的2013

年半年报上，持有1.55亿股，显示其善用杠杆的

一面。 此后，葛卫东还在去年四季度增持至1.69

亿股。 而今年他对该股有所减持，截至三季报，葛

卫东持有平安银行约1.43亿股，占比为1.25%。

葛卫东也十分擅长运用杠杆， 建仓平安

银行时，他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058.08

万股的同时， 还通过东方证券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467.97万股。

对于银行股， 葛卫东有着近乎偏执的偏

爱。 与买入平安银行之前，葛卫东还增持过民

生银行H股。 事实上，自2011年以来，葛卫东

便持续看好国内银行股。 他十分看好银行股

的业绩增长， 主要逻辑在其一则微博上可窥

一二：“（银行股业绩）增长的真正原因是货

币脱离金本位后货币超发是趋势， 让银行管

理的资金规模将不断膨胀。 ”

不过，这次投资经历并不算愉快。从走势

上看， 平安银行2013年4月1日至今涨幅为

21.45%。但回顾整个过程，平安银行在其建仓

后几经牛熊， 应当是令其颇为煎熬的一只股

票，甚至有可能一度令其长时间被套，直至最

近银行股大涨方才解套并盈利。

这种长线风格的形成和其早期经历有

关。 “1996、1997年，深发展、四川长虹暴涨，

我买长虹一个朋友买深发展， 一年多都翻了

10倍，他是完整经历了股票牛熊周期老股民，

而我股龄很短，他从6元拿到80多，中间就进

出过一次；我倒腾来倒腾去，长虹涨10倍，到

手利润3倍都不到，这是很深的教训，所以小

波动一定不要去理会。把心态放平和，把复杂

的问题简单化。 ” 葛卫东曾说。

“做股票如找金矿。 每次牛市都会有翻

10倍的牛股出现，把心态放平和，把复杂的问

题简单化，只要‘持’ 得稳，‘守’ 得牢，你就

能抓住机会。 ”他告诫。

各路大佬“誓师”入市 偏好股指期货

在A股涨潮过程中，“牛市” 之声广达于

资本江湖， 各路期货私募也纷纷将目光投向

转折中的股票市场。 在近期的一次期货论坛

上，上海鸿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军、上海

睿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付爱民、 上海

玺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赵袭以及深

圳感恩在线投资公司董事长宁金山纷纷表示

看好2015年的股市，商品则需谨慎操作。

“明年最大的机会应该是在股市上， 因为

从方方面面的角度来看， 短期沪港通的利好有

限， 但是将来一定会带来境外投资者对国内上

市公司的一些要求。 包括交易所管理制度，都可

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旦中国股市纳入MSCI

指数，作为国际市场的一个配置，会给国内市场

带来较大的机会。 ”林军在论坛上表示。

付爱民、 宁金山及赵袭也表示了同样的

观点。 赵袭指出，“我认为期货市场是最公平

的一个市场，对于股指而言，更多看的还是资

金率曲线，就是资金面是松还是紧。 和商品市

场不同，股票现在做多比做空赢面大很多，而

且现在做多股票最根本的逻辑是什么？ 钱没

有地方去了，房子不能投，信托最近两年，每

年流出8000亿到1万亿元。 这些钱去哪里，那

就是股市。 股市是你越赚钱越有人进去。 ”

宁金山认为，做投资而言，纯粹就是利润

和风险比。 股票在这个位置，利润和风险的比

例是最大的。商品期货来说，所有商品进入到

这个阶段之后，波动的空间和幅度有限。

上述言论表明了他们对股市的乐观看

法。 但实际操作中，出身期货的他们更偏爱股

指期货。

“我们十分看好A股，但毕竟不是股市出

身，更擅长期货操作，所以还是以配置股指期

货为主，既可以省去选股的麻烦，又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特长。 目前策略是单边做多，已经投

入3-10%的资金布局。 ” 管理着数亿元资金

的付爱民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股指期货是有杠杆的， 相比期货私募以

前的配置比例而言，这个仓位已经很重了。 ”民

生期货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副总屈晓宁指出。

除了这些知名的期货大佬之外，在各大期

货QQ群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期货界人士也都纷

纷热议股指走势， 并不时贴出当日的操作截图

晒单，上周五股指一度跳水，但最终逆转并大幅

上涨更令他们坚定了牛市的信念。 这些混迹期

货江湖多年的资金， 与其他各派闻牛市之风而

来的增量资金一道，使股指期货成交量大增，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文华财经数据显示，

近期股指期货持仓量不断攀升并突破20万手，

最高达到21.9万手的新高水平。 相信不久的将

来，这个数字，将只有更高，没有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