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权隐含波动率微降 看涨情绪趋缓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小幅走高

影响，昨日，50ETF认购期权合约

多数上涨， 认沽期权合约则涨跌

参半。 截至收盘， 当月认购合约

中，成交量最高的4月购2850合约

涨3.66%， 而平值4月购3000合约

跌8.73%；认沽合约中，成交量最

高的4月沽2850合约跌33.8%，平

值4月沽3000合约跌12.71%。

昨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四

个月份上均加挂行权价格为3.200

元的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共计8

个合约。 截至目前，期权市场共计

有140个合约挂牌交易。 与此同

时， 期权成交量和持仓量继续保

持增长， 全日共计成交39519张，

较上一交易日小幅增993张。 其

中， 认购期权成交量明显大于认

沽期权，认购、认沽期权分别成交

25289张、14230张，认沽认购比率

大幅降至0.563。持仓方面，期权共

持仓105677张， 较上一交易日增

加6778张，成交量/持仓量比率小

幅下降至37%。

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

示， 周二期权合约隐含波动率整

体出现下降，其中平值4月购3000

合约隐含波动率为33.89%， 较上

一交易日下跌3.37%； 平值4月沽

3000合约隐含波动率为36.06%，

较上一交易日下跌1.2%。

“虽然周二当月平均隐含波

动率小幅下跌至41%左右， 但与

仅有23%的历史波动率相比，仍

较高出18个百分点， 这表明市场

预期未来一段时间波动率将升

高， 空头波动率策略存在套利空

间。” 海通期货期权部认为，从盘

面上来看， 昨日同行权价的认购

期权和认沽期权隐含波动率仍存

在明显差距， 盘中较大幅度无风

险套利机会继续出现。

对于后市，刘瑾瑶建议，近两

日上证50ETF上涨势头有所放

缓， 与此同时，4月期权合约距离

到期日仅剩下6个交易日。 基于对

大盘短期涨幅有限的判断， 以及

利用临近到期前认沽期权合约时

间价值衰减速度加快的特性，继

续推荐投资者使用牛市认沽期权

价差策略， 该组合包括买进一个

行权价格较低的认沽期权， 同时

卖出一个到期日相同但行权价格

较高的认沽期权。 例如，买入一张

4月沽2900合约，付权利金254元，

并卖出一张4月沽3100合约，收取

权利金1342元。 该组合的最大盈

利为收取的净权利金1088元。

基于对未来震荡上行的判

断， 海通期货期权部推荐一级投

资者持有现货，买入认沽期权，构

造保护性策略； 二级投资者同时

卖出相同数量的4月平值认购和

认沽期权，买入跨式组合策略；三

级投资者如同二级投资者， 构建

跨式组合策略。

9个交易日8次踏准节奏

期指“章鱼帝” 再现身

□本报记者 叶斯琦

近期， 期指市场再次出现

“章鱼帝” ：近9个交易日，上海

东证期货席位有8次净持仓的变

动方向， 与下一个交易日期指收

盘涨跌方向一致。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一般来

说， 券商背景的期货公司大客户

较多， 而大资金客户的研究能力

加强， 因此其席位的持仓变动更

具指示性。

期指市场现“神预测”

“近期上海东证期货席位对

期指节奏把握较好， 其持仓变动

方向，与次日涨跌高度吻合。 ” 一

位业内人士指出。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进

入4月以来， 上海东证期货席位

的净持仓变动几乎全部踏准了次

日市场节奏。

中金所数据显示，3月31日，上

海东证期货席位在IF1504中增持

857手多单， 减持1045手空单，次

日IF1504合约大涨2.16%；4月1

日，上海东证期货席位在IF1504合

约中并未进入多头前20席位，不过

在空头主力中排名第13位，当天增

持空单数高达976手，次日IF1504

合约震荡走低，最终下跌0.4%。

与此相仿， 在近9个交易日

中， 上海东证期货席位有8个交

易日的收盘持仓变动方向， 与次

日期指主力合约的涨跌吻合，唯

一一次失准是4月10日， 当天该

席位在IF1504合约中增持多单

59手，增持空单180手，净空单略

有增加，不过下一个交易日（4月

13日）IF1504合约上涨1.01%。

对于“九拿八稳” 的节奏，东

证期货研究员章顺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海东证

期货的主要是机构客户， 这些客

户持有大资金， 一般研究能力较

强， 所以对行情判断相对准确在

情理之中。一般来说，券商背景的

期货公司大客户较多， 其席位的

持仓变动更具指示性。

“主力席位持仓变动可以反

映短期市场多空双方的基本观

点， 而主力席位净持仓的持续状

态， 一定程度上表明主力对市场

阶段趋势的预期， 因此通过对主

力席位持仓的观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挖掘市场机会。 ” 安信期货

研究员刘鹏表示。

不过，银河期货研究员周帆则

指出， 随着投资者结构的变化，目

前主力席位持仓的指示性有所降

低。“以前券商自营是股指期货的

主要机构参与者，其股指户主要开

在其旗下的期货公司，指示作用比

较明显。 但目前大量私募、公募基

金， 甚至保险资金已经参与进来，

他们的仓位较为分散，因此不宜用

仓位变化来判断机构的看法。 ”

期指有望冲新高

4月14日，期指走出大幅震荡

的态势。 其中，主力合约IF1504低

开于4414.2点， 全天处于震荡态

势，盘中一度从最高点4479.6点跳

水至4377.6点，下跌逾百点。 随着

尾盘再度走强 ，IF1504报收于

4416.6点，下跌1.8点或0.04%。 截

至收盘， 期指四合约全线贴水，

IF1504合约贴水幅度为21.58点。

对于昨日的大震荡， 周帆表

示，盘中跳水尽管来势汹汹，但实

际幅度还是有限，现货方面沪指全

天振幅只有不到80点，而回调幅度

较大的股票多为前期强势股。当前

部分资金有“恐高”心理，存在一

定获利回吐要求，因此指数的波动

很容易带来投资者情绪的变化。

刘鹏则指出， 近期多空双方

分歧较大， 主要原因在自对于欠

佳经济数据的看法存在差异。

“空方认为经济数据表现欠佳意

味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经

济基本面较差给期指带来较大压

力； 而多方则认为疲弱的经济数

据给市场带来了宽松政策预期，

未来有望出台宽松财政与货币政

策，这或将推升股指。 ”

持仓方面，截至昨日收盘，期

指四合约总持仓量较上一交易日

大幅减少10560手至215543手。

其中，在IF1504合约中，多头前

20席位累计减持多单11874手，

空头前 20席位累计减持空单

11301手；在IF1505合约中，多头

前20席位累计增持多单4398手，

空头前 20席位累计增持空单

6471手，总体来看，多空变动相

当，空头主力的兵力略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

“章鱼帝” 上海东证期货席位，昨

日并未进入IF1504合约的多头

前20席位，不过在空单方面却大

幅减持了1034手，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看多态度。

中国铁建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王姣

中国铁建4月13日晚间

公告，4月12日公司下属中

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

埃及国家铁路公司签署了埃

及国家铁路网轨道更新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 预计金额6

亿美元，折合37.26亿元人民

币， 约占公司中国会计准则

下 2014 年 营 业 收 入 的

0.63%。

在“一带一路” 战略背景

下，中国铁建今年以来已与吉

布提港务局和沙特内政部分

别签署金额为5.99亿美元和

6.21亿美元的工程项目合同，

此番再度拿下海外巨额订单，

点燃了资本市场的热情。昨日

中国铁建高开于19.91元，早

盘震荡上行，午后开盘不久即

触涨停， 此后虽几度开合，但

终于尾盘前40分钟封涨停

板，日涨9.98%报21.6元，对沪

深300指数的贡献为2.82%。

值得注意的是，该股昨日成交

放出天量， 日成交额高达

108.68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中

国铁建已在海内外赢得了

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伴随

着“一带一路” 战略机遇，

未来海外业务有望保持较

高速度增长， 国内方面也

将受益于中国铁路与市政

建设成长。 此外，其定增项

目将有助于企业加速规模

扩张步伐 ， 巩固及提升行

业领先地位 ， 具备中长期

投资价值。

■ 机构看市

上证50ETF期权交易行情速览（4月14日）

资料来源：海通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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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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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数成分股异动扫描

桑德环境连续涨停

□本报记者 叶涛

4月10日，桑德环境发布

股权转让公告， 以总价值70

亿元交易额创造了国内环境

产业迄今金额最大的一宗并

购， 这令该公司复牌后股价

连续上涨，截至昨日收盘，桑

德环境每股报34.71元， 刷出

历史新高（向前复权）。 走势

上，桑德环境连续两日“一”

字涨停板报收， 且均为无量

涨停。

根据公开信息， 桑德环

境拟以27.72元转让29.80%

公司股权至清华控股、 启迪

科服、清控资产、金新华创，

共涉及2.52亿股，总价高达70

亿元。 股权转让完成后，清华

控股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启迪科服将成为单一最

大股东。

光大证券认为， 此次并

购可视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又一典型案例， 成功引入国

有资本，意欲做“大环保平

台” 。 同时由于桑德环境业

绩高增长、 估值远低科比公

司， 此番股权转让将打开清

华控股环保资产预期整合空

间， 公司有望成为国内首家

千亿市值级别环保平台型公

司， 建议投资者积极寻找加

仓机会。

同有科技创新高

□本报记者 叶涛

昨日午间， 同有科技发

布公告称， 公司正在筹划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 由于相关

事项尚在筹划审议过程中，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交易

所相关规定，自4月14日13时

开市时停牌。 停牌前该公司

股价“一” 字涨停，报44.61

元；前一交易日，同有科技亦

以涨停报收。

尽管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尚未最终落地，但从前期走势

看， 超越预期额的2015年一

季报预告成为点燃公司股价

的“导火索” 。相关资料显示，

同有科技4月9日发布一季度

业绩预告，预计一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0

万元-130万元， 而上年同期

公司净利润为亏损196.41万

元。 随着本周前两日连续涨

停，同有科技股价亦创出历史

新高（向前复权），同时也摆

脱了3月下旬以来的横盘整

理态势。

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公

司盈利预期向好，筹划中的股

权激励事宜或许将 “锦上添

花” ，成为股价二次上涨的源

动力，建议投资者对该股保持

关注，及时把握加仓时机。

余额再创新高 融资客布局滞涨股

□本报记者 叶涛

本周起4月首批30只新股申

购在即，市场却无惧压力，股指于4

月13日强势站稳4100点， 彪悍的

指数表现令两融风险偏好再度抬

升。 WIND数据显示，本周一融资

客继续大幅加仓，融资买入额达到

1982.64亿元； 单日融资净买入额

更环比激增80余亿元，实现288.46

亿元； 同期融券余额再度小幅下

降，两融逼空势头空前。从方向看，

反向介入前期涨幅较小的领域成

为大盘高位之上融资客布局重点。

融资盘大幅扩容

尽管4月8日和9日大盘连续

“百点巨震” 一度激发两融空头卷

土重来， 使得市场融资净买入额从

单日300亿元高位快速回落至200

亿元水平，4月10日更进一步下降

至207.71亿元，但沪综指在4000点

附近转危为安， 以及上周五大盘强

势登临4100点，亦对两融多头心态

构成托底， 本周一融资净买入额环

比大增80.75亿元， 达到288.46亿

元，融资盘再度出现扩容逼空迹象。

相关数据显示，融资买入额显

著攀升是刺激融资净买入额当天重

返强势的关键。根据WIND资讯，本

周一市场融资买入额录得1982.64

亿元，环比增长121.55亿元；而融资

偿还额方面，环比虽有一定增长，但

幅度较小，4月13日融券偿还额仅

仅为1694.19亿元， 为4月以来第三

低， 较4月最高时2050.30亿元之间

更存在350余亿元差距。

受融资客加仓逼空热情暴涨

刺激， 本周一两融标的股大面积

“丰收” ，获得融资净买入的股票

占据绝对多数。 根据WIND数据，

全部正常交易的896只两融标的

股中，当天有620只出现融资净流

入，占比达到69.20%；环比观察，

增加数量接近100只。

个股方面，中国平安、格力电

器、中国银行、中国中铁融资净买入

额居前， 本周一分别达到16.82亿

元、6.46亿元、6.19亿元和6.17亿元；

而当天融资净买入额超过5000万

元的股票则多达155只。 不容忽视

的是，随着加杠杆逼空势头再起，本

周一两融余额也创出1.68亿元新

高， 考虑到昨日市场资金面表现平

稳，预计两融余额快速突破1.7亿元

已无悬念，两融逼空有望愈演愈烈。

布局滞涨股

策略上， 前期涨幅相对较小、

估值水平相对较低的跟涨品种成为

首选目标。据WIND数据，本周一融

资买入额超过100亿元的行业数量

有7个，分别为非银金融、银行、医药

生物、建筑装饰、房地产、计算机和

机械设备，较上周五增加3个，其中

建筑装饰、银行、医药生物板块增幅

靠前， 环比各自增长44.53亿元、

27.84亿元和10.89亿元；相反，房地

产、 非银金融板块融资买入额则出

现较大降幅， 其中房地产融资买入

额从上周五的114.54下降至109.88

亿元； 非银金融板块更从313.55亿

元骤减至268.89亿元。

从阶段走势来看， 房地产及

非银金融指数恰恰是一周来市场

领涨板块，具体涨幅达到7.53%和

7.30%；成分股中也不乏跑赢大市

的“任性” 牛股，如洲际油气、荣

安地产、深物业A等区间涨幅悉数

超过30%，国信证券、西部证券、

香江控股等十余只个股涨幅也分

布在20%-30%之间。 连续大涨显

著拉抬了此类股票的估值水平和

相对安全边际， 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融资资金介入步伐。

相对地，银行、医药板块的加

杠杆价值则在此时显得格外突

出，加仓博弈机遇有效放大。 一方

面，上周银行、建筑装饰、医药生

物指数涨幅分别为5.84%、2.89%

和4.68%，以涨幅论均处于上涨第

二阵营，在牛市格局不改情况下，

未来上涨预期高、 获益空间更为

可观；另一方面，前期相对有限的

涨幅也令此类品种兼具一定的安

全保障，估值水平不至于过高。 与

此类似，计算机、电子、钢铁、化

工、 汽车等跟涨股乃至区间下跌

股均不同程度受到融资客青睐，

导致融资买入额环比攀升。

海南航空复牌一字涨停

□本报记者 王姣

停牌十个交易日后，海南

航空于4月13日晚间发布拟

定增募资240亿元的公告，在

此消息刺激下，昨日公司股票

复牌一字涨停，收报4.8元，涨

幅10.09%，对沪深300指数的

贡献为1.26%。

海南航空公告，拟以不低

于3.64元每股的价格，向包括

海航航空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名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65.934亿股，募集不超

过240亿元， 其中110亿元拟

用于引进37架飞机项目，80

亿元拟用于收购天津航空

48.21%股权及增资项目，50

亿元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对于此次定增，海南航空

表示，将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运营规模、市场覆盖率，提高

公司规模经济、推进公司战略

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公司计

划，在引进37架飞机后,预计

每年将合计增加营业收入约

97.2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海南航

空昨日成交额仅为7484万

元， 显示投资者惜售情绪浓

厚。 兴业证券昨日在研报中

表示， 海南航空航线布局差

异化、 受益因私消费快速增

长、 受高铁影响小、 优秀管

理和年轻机队打造强大成本

优势、 内外并举不断整合资

源， 公司未来差异化发展值

得期待。

期债上行仍需积累动能

□海通期货研究所 成艳丽

国债期货在经历了前期的大

幅下挫之后， 本周一强势反弹，周

二早盘市场虽然还延续反弹趋势，

但午后期债价格出现跳水，5年期

主力合约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16%至96.750元。 近两日国债期

货的行情反复，或许也正反映了当

前市场的犹豫心态， 在经历了3月

以来的大幅下挫之后，期债进一步

下跌的空间或许有限，但目前市场

信心仍旧不足，上攻抑或乏力。

期债3月以来的大幅下挫，究

其原因，主要还是源于供需之间的

矛盾。 供给方面，3、4月份本来就

是利率债常规的发行小高峰，再加

上管理层批准的地方存量债务1万

亿的置换债券额度，市场对于潜在

供给压力加大颇为担心，市场信心

受到较大打击。需求方面，3月份货

币市场利率整体维持高位，银行间

市场7天期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基本

上在4%以上， 然而相对应的债券

收益率在经历了2014年的债券牛

市之后已经回归至历史均值水平，

3月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4%

-3.6%之间，其配置优势较2014年

大打折扣； 再加上股市火爆、IPO

打新收益率维持较高水平，进一步

降低了长债收益率的相对配置优

势，资金逐利弃债投股致使长债需

求不振。 供给压力过大、配置需求

不足两因素相叠加导致了3月以来

期债的大幅下跌。

后市期债反弹能否延续将主

要取决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债券

供给端的压力能否得到有效化

解， 另一方面需求端期债以及其

标的的中长期利率债的配置优势

能否重显。 供给端压力的化解将

主要取决于央行是否会采取相应

措施进行对冲。 从基本面来看，近

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显示经济

增长不容乐观，通胀也维持低迷，

如果由于地方债供给增大导致社

会融资成本上升也是我们不愿看

到的， 因此预期央行或将采取一

定措施缓解市场压力。

需求端方面， 当前10年期国

债收益率已经上涨到3.70%、10年

期国开债收益已经上涨到4.2%的

阶段性高位， 长债的配置优势在

短期货币利率逐步下降后或将逐

步显现。 3月下旬以来在央行公开

市场操作的指引下， 以及央行通

过SLF、MLF向市场定向提供流

动性的影响下， 货币市场利率得

以有效下行，银行间市场7天期回

购加权平均利率已经连续一周多

时间维持在3.5%以下。 从2013年

以来的周度数据来看， 当货币市

场的指标利率银行间市场7天期

回购利率较长一段时间高于4%

时， 资金面将对债市形成一定的

压制，债券大多走熊；当7天期回

购利率在4%以下尤其是3.5%以

下的时候， 资金面将对债市形成

一定的支撑。 央行昨日公开市场

再次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10个

BP至3.55%，这已经是3月份以来

央行第五次下调公开市场逆回购

利率， 充分彰显了央行通过公开

市场引导短端利率下行的意图。

未来如果货币市场利率持续维持

低位，收益率曲线趋陡，将有利于

长债配置优势的重新显现。

总体来看，期债在经历了3月

以来的大幅下跌之后， 安全边际

有所提高， 进一步大幅下跌的空

间或许有限。 但目前期债市场依

然面临地方债扩容等一些不确定

因素，上行动能亦显不足，在央行

未有相关政策出台之前， 期债市

场或仍将反复。

一季度预亏

立思辰高位回调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昨日震荡加剧，

个股出现分化，其中前期受到

资金热捧的立思辰昨日高位

回调，跌幅超过7%。

立思辰昨日早盘小幅低

开后，快速下挫，最低下探至

48.68元，此后维持低位震荡，

尾盘报收于49.00元， 下跌

7.30%。 值得注意的是，3月

份，立思辰累计上涨61.33%，

股价最高上探至57.68元，是

名副其实的明星股。

公司发布公告称，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7亿

元,同比增长37.1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亿元,同比增长60.68%。 预

计 2015 年 一 季 度 亏 损

1576.48-1819.02万元,同比

下降360%-400%,原因在于

互联网教育业务处于高投入

阶段，合并报表的汇金科技业

务存在季节性。

分析人士指出，立思辰目

前的市盈率为144倍，而公司

一季度业绩预亏，这显然与该

股的高估值不相匹配。该股短

期回调整固压力较大。

东证期货：目前上证综指走势

良好，周一上证综指的缺口可以判

断为持续性缺口。近日盘中继续出

现急涨急跌的态势，说明资金仍充

裕，做多的意愿较强。从板块来看，

市场风格正在发生变化，创业板走

势可能继续放缓，而主板则有望走

强，特别是有色、煤炭、建材、机械、

建筑等周期性行业可能带领主板

继续走强，这样一来，沪深

300

指数

仍将保持较强的态势，持续看多股

指，操作上建议日内偏多操作。

金汇期货：统计局即将公布

1

季度国内宏观经济数据， 当前市

场普遍预期

1

季度

GDP

增速将会

回落至

7%

附近，需谨防数据出现

超预期的情况。操作上，当前指数

处于冲顶过程中， 建议场外投资

者放弃这部分盈利， 继续采取观

望策略，不追高。

华福证券：盘面来看，迪士尼、

公路铁路运输、二维码识别、电力、

基因测序、港口等涨幅居前。 周一

大盘突破了

4100

点关口，上涨的空

间进一步打开，周二股指再度上行

创出新高，显示出监管层对

4000

点

上方的容忍度，大盘的强势格局有

望延续。（叶斯琦整理）

认购期权

执行

价格

认沽期权

持仓

增减

持仓量

成交量

增减

成交量 涨跌幅 涨跌 收盘价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成交量

成交量

增减

持仓量

持仓

增减

-49 2,020 -131 207 2.4% 0.0188 0.8148 2.20 0.0001 0.0001 - 95 -28 3,042 -42

2 861 -28 21 -2.3% -0.0170 0.737 2.25 0.0002 0.0002 - 37 15 1,279 -1

-4 781 -19 45 0.6% 0.0041 0.6931 2.30 0.0002 0.0002 - 25 -1 1,700 -10

-8 784 -6 70 -0.2% -0.0011 0.6439 2.35 0.0001 0.0001 - 42 20 1,174 1

-59 955 -16 169 0.7% 0.0044 0.6024 2.40 0.0001 0.0001 - 105 -80 1,639 -38

20 672 50 231 1.2% 0.0063 0.5523 2.45 0.0004 0.0004 - 67 38 967 -11

-34 755 36 159 2.1% 0.0105 0.5025 2.50 0.0003 0.0003 - 15 -84 2,176 1

-159 990 90 389 3.1% 0.0137 0.4527 2.55 0.0006 -0.0004 -40.0% 168 -258 1,700 -109

-21 621 -136 118 -1.5% -0.0059 0.3961 2.60 0.0006 -0.0014 -70.0% 143 -70 1,989 24

-28 1,000 -243 198 2.0% 0.0068 0.3468 2.65 0.0009 -0.0021 -70.0% 178 -31 1,770 -12

-102 1,309 -42 551 -2.2% -0.0065 0.2945 2.70 0.0016 -0.0034 -68.0% 290 -222 1,898 74

-106 1,959 -420 505 4.0% 0.0098 0.2558 2.75 0.0033 -0.0047 -58.8% 281 -851 1,749 -20

-159 2,781 -288 1,072 -3.4% -0.0070 0.198 2.80 0.0075 -0.0055 -42.3% 1,660 -826 2,193 47

-272 2,890 -336 1,310 3.9% 0.0061 0.1641 2.85 0.0139 -0.0071 -33.8% 2,104 51 2,090 -4

-39 1,361 -170 766 -3.8% -0.0047 0.1193 2.90 0.0254 -0.0116 -31.4% 2,198 796 991 -75

-236 1,788 -618 1,383 -5.5% -0.0053 0.0917 2.95 0.0449 -0.0111 -19.8% 1,386 -163 1,658 41

54 2,467 42 2,225 -8.7% -0.0062 0.0648 3.00 0.0666 -0.0094 -12.4% 1,322 -146 786 24

814 2,557 -353 2,006 -20.8% -0.0079 0.0301 3.10 0.1342 -0.0098 -6.8% 649 192 481 208

1,238 1,238 2,703 2,703 - 0.0133 0.0133 3.20 0.2169 0.2169 - 437 437 192 192

■ 责编：王朱莹 电话：

010－63070467 E-mail:zbs@z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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