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尔核材尾盘突然涨停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继续震

荡上攻，场内题材热点活跃，尾盘

核电股突然异动， 沃尔核材强势

涨停，赚足了市场眼球。

沃尔核材昨日小幅高开

后，维持窄幅震荡格局，不过午

后14点30分左右， 成交额突然

放大， 股价在15分钟内封死涨

停板至收盘， 尾盘报收于27.50

元。 值得注意的是，尾盘成交额

的快速放大使得沃尔核材全天

成交额达到18.43亿元， 较之前

有所放量。

消息面上， 第十一届中国核

能国际大会2015将于5月21日在

北京举行，围绕当下热点核电技术

包括AP1000、CAP1400、HTR、

CPR1000、EPR等技术及其商业

化， 探讨当下核电技术自主化、核

电设备国产化及核电站运营安全

相关广受关注的话题。此次国际核

能大会，中国国家能源局及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已经提交经中国

国务院审批的“核安全计划”和

“长期核电发展计划调整”， 这将

是 中国核电新项目审批暂停后的

全面恢复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核电受到

产业政策的支持， 关键技术突破

后，将作为中国高端出口的象征产

业之一，短期沃尔核材料将保持强

势。（徐伟平）

多空交织 期债窄幅波动

周四，国债期货市场重回弱

势，各合约价格全线收跌。 分析

人士表示， 市场短期方向不明，

当前策略宜以高抛低吸、波段操

作为主。

盘面情况显示，国债期货开盘

后一路震荡下行，下午13∶15左右

跌至全天低点， 之后跌幅逐渐收

窄。 截至收盘，5年期主力合约

TF1509收报97.98元，较上日收盘

结算价下跌0.17元或0.17%，10年

期主力合约T1509报96.67元，下

跌0.17元或0.18%。 成交和持仓方

面，TF1509成交下降近三成，增仓

403手至2.49万手；T1509成交下

降近一成，减仓242手至2.54万手。

中金所盘后公布的持仓数据

显示，5年期合约的前二十大多空

席位中，TF1506和TF1509两个

合约的多方席位合计减仓561手，

空方席位合计减仓475手；T1509

的前二十大多空席位中， 多空各

减仓200手、204手。 整体上看，昨

日合约持仓情况变化不大。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市场多

空因素交织。 地方债发行工作有

望平稳进行， 债券市场关点仍将

回到经济疲弱的基本面和持续宽

松的资金面上来， 意味着未来债

券牛市仍有望延续。（葛春晖）

大股东资产注入 长电科技复牌涨停

停牌近两个月的长电科技于

5月20日晚间发布重组公告,昨日

复牌后一字涨停， 股价报收于

19.68元，成交额仅为1188万元。

长电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新潮集

团持有的长电先进16.188%股

权, 预计发行2817万股, 定价

11.72元/股,估值3.3亿元。同时,

公司拟向新潮集团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3.3

亿元,预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2335万股, 募资用于长电先进

年产能48万片bumping的扩张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

后,新潮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权

将由14%提升至18%。

分析人士指出， 长电先进

是长电科技最赚钱的子公司,

体外优质资产注入, 增厚上市

公司业绩。 新潮集团是长电科

技第一大股东, 但股权比例较

低。 经过此次交易后,股权比例

将从14%提升到18%, 为后续

进一步运作增发留下空间。 此

外，考虑到复牌首日，投资者惜

售情绪浓厚， 短期该股料将延

续升势。 （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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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轮船四连阳

昨日，沪深两市再度延续火

热上涨势头，共有380逾只股票

涨停。 中证500指数昨日上涨

3.69%或341.89点，收报9619.22

点，成分股中有60逾只涨停股。

其中招商轮船全日上涨0.94元

或10.04%，位居涨幅榜第二位，

全日成交17亿元， 量能相对前

一交易日有小幅缩小。

消息面上， 招商轮船5月20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公司于巴西

当地时间5月19日与淡水河谷签

署了《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约定，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长

期海上货物运输及综合物流领域

的战略合作。 公司拟向淡水河谷

购入4艘现有大型矿砂船。 另外，

招商轮船下属公司将与淡水河谷

签署长期包运合同， 具体合同条

款待进一步商议。海通证券认为，

随着中国远洋、中海发展、招商轮

船同淡水河谷的COA合同落地

生效， 上述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

到进一步保障， 若后续合作船舶

数量再度增加， 业绩改善能力也

将相应提升。（王朱莹）

关注5年期可交割券范围调整

□淳杨资本 张泳

2015年3月20日， 中金所上市了10年

期国债期货，可交割券范围为6.5年-10.25

年。 上市近2个月来，产品规模稳健增长，

主力合约T1509持仓量已超过2万手，日成

交量最高近6000手。 同时，10年期国债期

货的上市显著增强了相应期限国债现货的

流动性，2015年4月10年期国债现券日均

成交80多亿元，比10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前

一个月提升了一倍以上， 买卖价差缩小至

2bp以内。

至此， 中金所已完成5年和10年的中

长期国债期货产品布局，这将促进国债期

货跨品种套利交易，进一步推动健全国债

收益率曲线。 值得关注的是，为配合10年

期国债期货上市， 中金所在今年2月修订

了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即自TF1512合约

起，5年期国债期货的可交割券范围将从

4-7年调整为 4-5.25年 ， 剩余期限为

5.25-7年的国债将不能用于TF1512及后

续5年期合约的交割。

由于5年期国债期货可交割国债范围

调整， 近期发行的7年期国债将无法用于

TF1512及后续5年期国债期货若干合约

的交割，因此原本可用于期现套利交易的

7年期国债将不再受到青睐。 同时由于国

债票息不高，投资者持有意愿较低，因而

持有 7年期国债的投资者倾向于通过

TF1506和TF1509合约交割将这部分国

债卖出。 从5年期国债期货各合约持仓情

况看，TF1506合约移仓时间明显延后，目

前持仓仍在2万手以上， 显示卖方投资者

交割意愿有所增强。

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以来一直采用

双方举手的交割模式，即在滚动交割阶

段买卖双方都提出交割申请才进入交

割匹配流程。 而自2015年9月合约起，

10年期和5年期国债期货都将实行卖

方举手交割模式，即在滚动交割阶段卖

方提出交割申请后，交易所将按照“申

报意向优先，持仓日最久优先，相同持

仓日按比例分配” 的原则确定进入交

割的买方持仓，买方在滚动交割阶段可

能被动进入交割。对于部分对合约规则

了解不深、 资金实力较弱的投资者，可

以提前做好移仓准备，避免被动选入交

割后由于交割货款不足而进入差额补

偿处置。

今年以来，市场已经历2次降准和2

次降息，资金面整体较为宽松。 结合前

几日发布的4月CPI、PPI数据偏低 ，经

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因此债券价格仍

然具有上涨动力。同时近期国债收益率

有所反弹，国债期货价格也因主力合约

移仓换月等因素出现下跌。从国债期现

货市场来看，7年期国债由于未来难以

成为国债期货CTD券，流动性可能有所

减弱。 相反， 由于10年期国债期货上

市，10年期国债流动性得到显著提升，

因此可将操作标的重心转向10年期等

流动性较好的期限。对于流动性降低的

7年期国债， 一方面可以持有待剩余期

限降低至5.25年以下时重新用于5年期

国债期货交割；另一方面，由于现存券

种票息相对较高，在收益率上行时银行

配置户将产生一定配置需求，也可适时

将其卖出。

东方财富逆市下跌

本周创业板指数呈现加速

上涨态势，但指数权重股则表现

低迷。 昨日创业板指数大涨

3.56%，但东方财富却逆市下跌。

东方财富早盘小幅高开后，

震荡下跌， 最低下探至74.65元，

此后维持低位震荡， 尾盘跌幅有

所收窄， 报收于75.31元， 下跌

2.57%。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东方

财富累计下跌2.09%，与创业板指

数背道而驰。

消息面上， 东方财务拟使

用2亿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东方财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4000万元对全资

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进

行增资，使用超募资金2亿元对

全资子公司天天基金进行增

资。 东方财富意在构建互联网

大金融版图。

分析人士指出， 经过此前的

快速上涨，短期东方财富继续上冲

的空间收窄，此外，近期领涨创业

板的以二线股为主，短期权重股并

未获得资金青睐，预计东方财富将

维持高位震荡态势。（徐伟平）

看多情绪爆发 两融杠杆撬动A股反弹

□本报记者 叶涛

踏着两融余额冲击2万亿元步伐加

快，本周三无论中小盘股、权重蓝筹，还是

强周期品种、新兴成长板块，几乎悉数获得

融资客大举加仓。 往前追溯，两融交投回

暖迹象早在5月7日沪综指阶段触底之后

即有所呈现，本周以来，两融余额攀升更快

马加鞭， 在A股流通市值中最新占比已经

超过8%%。

两融余额“加速度”

5月以来大盘连续回调， 至5月8日收

盘沪综指已经回落至4112.21点， 创出阶

段调整新低，受此影响，当天两融余额也

跌破1.9万亿元， 出现2014年下半年以来

罕有的“倒退跑” 。 但估值深度调整带来

的抄底预期同样强烈，自当日起，两融多

空对比反而逐日拉大，促成融资净买入额

一步步冲至历史高位。

Wind数据显示，本周三市场融资买入

额为288.59亿元， 与前一日的290.34亿元

同属天量区间， 分别为3个月以来市场融

资净买入额第三和第四位， 不仅较5月11

日65.99亿元增长显著， 同时也明显超越5

月18日的189.08亿元融资净流出。 随着时

间轴往前推进， 近期两融余额增长表现为

逐步回暖-加速增长态势。截至20日收盘，

最新两融余额数据已经超过2万亿元，达

到2.01万元的历史“天量” 。

具体而言 ， 本周三融资买入额为

2079.45亿元，为一周来市场峰值，环比增

加177.88亿元，增幅为9.35%；同期融资偿

还额亦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及融资买入额，

具体录得1790.86亿元。增量资金介入两融

市场意愿倍增， 也意味着对未来A股行情

普遍存有憧憬， 近期两融余额势必继续维

持加速增长态势。

融资强劲支撑大盘反弹

作为此轮牛市的一个显著特征， 杠杆

资金与指数走势往往密不可分， 尤其是

2014年8月至今， 两融余额从不足5000亿

元加速攀升至2万亿元之上，增幅已达3.57

倍；沪综指也从2075.48点一路高歌猛进迈

入4500点大关。 由此，突飞猛进的两融余

额在A股流通市值中占比迎来“新生” ，最

新统计已经达到8.37%。 当如此巨额的资

金运转起来，对A股走势影响可见一斑。

事实上，伴随两融市场交投一步步活

跃，近四个交易日来，估值也如出一辙地

展开强劲反弹。 据Wind数据显示，5月18

日至今，沪综指高调走出阴跌不止的疲弱

格局，区间连收4根阳线，涨幅达到220.73

点，短线直指4572.39点阶段高点。 尽管此

番大盘反弹之强劲令部分A股投资者感到

意外， 但从两融余额增幅加剧角度考量，

激发股指重整旗鼓的支点恰恰在于“两融

杠杆” 。

最新数据显示，5月19日、20日融资净

买入额超过10亿元的申万一级行业皆超

过13个，数量上较前期出现翻倍，同时涵

盖非银、地产等权重品种，以及计算机、生

物医药等成长品种。

重组预期促中粮系大涨

乘着市场做多情绪高涨的东

风， 中粮系股票再度迎来大涨：中

粮生化全日涨1.53元或10.03%，收

报16.79元；中粮屯河亦携手涨停，

日涨1.42元或9.98%，收报15.65元；

中粮地产全日涨0.82元或7.43%，

收报11.85元。

中国政府网18日发布 《关

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

点工作的意见》， 提出了8个方

面共39项改革重点任务。在“深

化企业改革” 方面，《意见》首

先提到推进国企国资改革。 将

出台一系列配套文件， 制定央

企结构调整与重组方案， 加快

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

公司试点。

中信证券指出，站在经济发展

阶段、 产业生命周期、 国家战略角

度，央企兼并重组将会加快进行，并

将是未来五年国企改革重要主题。

国泰君安证券也认为， 央企改革是

2015年国企改革的重点方向，央企

试点快速推进。从技术形态上卡，经

过前期震荡回调， 上述股票上档压

力减轻，有望再创新高。（王朱莹）

■ 机构看市

（跟头条）日内震荡将加大

昨日，三大期指多空双方同步增仓，且数量均相当。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

前两日相比，空头加仓力量略强，多头加仓势头趋弱。 沪深300期指多头席位

上，中信期货席位、永安期货席位分别加仓2759手、1053手，位居多头席位的

前两位。 两席位上空头持仓亦有所增加。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虽然两大股指期货已经突破前高并且站稳，但现货

上证指数刚刚走到前期高点关口，面临挑战。因此期指的盘中震荡不可避免。

王黛丝认为，沪深300期指一向保持主力的净空持仓状态，但是近一周多

头大幅增仓，令目前主力多空持仓相近，甚至出现了净多，可以进行偏多操

作。

银建期货期指分析师张皓表示，三大期指持仓量近期都大幅增加，说明

当前市场参与度再次增强，多空双方均是积极入场，情绪高涨。这往往预示着

震荡力度将加大，近两个交易股指短时间震荡百点的情况较为常见，多空竞

争激烈程度正在日益增强。 三期指日内震荡将逐渐加大。（张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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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并再创历史新高，短期在无

重大利空情况下， 或延续震荡

攀升态势。

中州期货： 昨日股指呈现

出强震荡之势， 盘中有两波急

速杀跌，但尾盘强势拉升，终盘

收出一根长阳线， 技术上尽显

强势。 当前期指向上突破近期

构筑的高位盘区， 短线仍有惯

性上行的动能， 后市关注上证

指数能否突破盘区上轨一线，

若向上形成突破则有望进一步

向上拓展， 不过需警惕随时可

能出现的调整。

中金公司：在经济依然羸弱

的局面下，货币政策的放松尚未

结束，而且可能会继续加码。 货

币市场利率已经有较大幅度下

降，但在传导到中长端利率以及

贷款利率和理财利率上依然较

慢， 整体的实际利率水平仍偏

高，货币条件指数的改善微乎其

微， 这制约了经济动能的回升。

应该耐心等待货币政策继续放

松。 (张利静整理)

认购期权多数上涨 隐含波动率继续回落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价格震荡走高影

响，昨日50ETF认购期权合约除当月合约

外，价格多数上涨，认沽合约价格则涨跌参

半，但整体涨跌幅度不大。 截至收盘，主力

合约中， 平值 5月购 3100合约收盘报

0.0555元，上涨11.67%；平值5月沽3100合

约收盘报0.0501元，下跌34.77%。

由于合约到期日临近及股市持续火

爆，导致期权市场活跃度降低。 昨日，市场

共计成交66926张， 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524张。 其中认购期权成交量大于认沽期

权，分别为36113张、30813张，认沽认购比

率升至0.853。随5月合约临近到期，部分投

资者已提前布局6月合约。 该月份合约成

交量35273张。 持仓方面， 期权共持仓

193812张，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3783张，成

交量/持仓量比率升至34.5%。 此外，Put

（认沽）/Call （认购）Ratio持仓量指标

0.76，上涨明显，Put/Call� Ratio成交量指

标0.61。

波动率方面，周四期权隐含波动率整

体小幅下降。 当月平均隐含波动率大幅下

降， 降至30.8%， 几乎趋近历史波动率

29%。 其中平值5月购3100合约隐含波动

率为30.41%；平值5月沽3100合约隐含波

动率为31.09%。

“昨日期权合约隐含波动率趋于历史

波动率， 以及Put/Call� Ratio持仓量显著

上涨，预示着行情将会维持平稳上涨。 ”海

通期货期权部分析认为。

对于后市， 光大期货期权部任静雯

推荐投资者卖出看跌期权策略， 具体推

荐卖出6月沽2900合约。在不跌市场环境

下，该策略能获得比较稳当的收入来源。

首先，期权卖方收取权益金，无论是盘整

还是小跌， 只要50ETF未跌到2.9元以

下，每天都能收到一部分权益金，这是因

为期权时间价值每天都在消耗， 且在临

近到期日消耗加快， 这种时间价值的消

耗对期权买方是一种威胁， 而对期权卖

方是一种收益。 从方向上来看，这是一种

较为看涨的策略，如果50ETF上行，可以

稳稳地获取权利金， 如果50ETF价格跌

至2.9元以下， 则需以2.9元的价格买入

50ETF，对于想在低位建仓的投资者，不

失为一种加仓方式， 在加仓的同时获取

一定权益金，而如果预期价格大幅下跌，

完全可以通过买入6月沽2900合约来平

仓头寸。 在目前的行情下，如果认为激进

的看涨策略风险过大， 该策略不失为很

好的建仓方式。

基于对后市行情走势的判断，海通

期货期权部推荐，一级投资者：构造保

护性看跌策略，建议购买平值附近下月

认沽期权；二级投资者：如同一级投资

策略；三级投资者：卖出当月2.95元认

沽期权、3.3元认购期权，构建卖出勒式

组合。

新高关口动力不一

期指三兄弟延续分化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昨日三大期指主力合约录

得可观涨幅，尽管“午后坑” 再

次出现，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投

资者士气， 终盘出现强势翘尾

行情。 三大期指中，沪深300期

指走势乐观中不乏惊险， 午后

步伐跌跌撞撞，两度出现50点

以上跳水；中证50期指盘中则

频频现深度V型走势； 相比之

下， 中证500期指上涨则悬念

较小，日内涨幅4.54%，再次刷

新上市来新高。

分析人士认为， 两大期指

已经站稳前高关口， 但现货上

证50指数仍面临前高挑战，中

证500期指一鼓作气之后也有

整固需求， 三大期指走势或在

震荡中继续分化， 前期涨幅较

小的沪深300及上证50期指表

现值得关注。

三期指延续分化

本周来， 三期指品种主力

合约的涨幅明显不同步：中证

500期指涨幅最为明显， 沪深

300期指其次， 上证50期指涨

幅最小。

美尔雅期货期指研究员王

黛丝认为，本周大盘整体走高，

两市涨停股数量也创新高，较

能代表两市综合走势的沪深

300重新超越前期高位；以银行

和券商股为代表的金融蓝筹在

本次走高行情中昙花一现，动

能未完全显示；中证500股指毫

无疑问是耀眼的明星， 虽然对

中小板估值泡沫的质疑声不断

加大， 但中小板和创业板依然

屡创新高。 IC1506上市以来涨

幅逾30%。

银建期货期指分析师张皓

认为，当前三大期指走势有别，

一方面在于经济数据未明显好

转， 与经济走势密切相关的蓝

筹股票迟迟未受投资者青睐。

另一方面， 市场资金杠杆日益

趋紧， 融资标的较多的大盘蓝

筹股票在市场调整时容易率先

受到影响。 上述两类股票称为

本周行情中的弱势票。

在不同步上涨之后，王黛丝

认为，当前投资者需对中小盘和

创业板保持谨慎，中证500基差

升高，再度剧烈反转升水，非理

性情绪过多，整固需求增加。

国投中谷期货研究员吴鹏

统计称，昨日两市指数均以上涨

收盘，上证50、沪深300、中证

500三大指数之中，代表中盘股

的中证500指数涨幅最大，为

3.7%， 而代表小盘股的中证

1000涨幅也是3.7%， 超过上证

50指数的0.9%和沪深300� 指数

的1.8%。 市场的主旋律是中小

盘股的大涨。

昨日两市涨停股票个数接

近400只，为2015年最高，其中

中证500成分股涨停60余只，中

证800涨停80余只，中证1000涨

停130余只。 吴鹏认为，当前中

证500指数及期指有可能出现4

月底5月初的震荡。

新高关口动力不一

在前高关口， 一些分析人

士认为， 本周的行情走势暴露

出了主力在“大考” 之前的心

理和动作： 反复拉锯积蓄冲关

动力，频频震仓意在调仓换股。

周四尾盘的翘尾行情， 完全收

回午后跌幅， 大盘指数也再次

到了前高附近。 尾盘士气振作

的动作面貌有可能预示短期突

破行情值得期待， 应更关注前

期涨幅较小的上证50期指和沪

深300期指表现。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 沪深

300和上证50震荡中利空释放

明显，而中证500则累积了大量

涨幅，有调整风险，对突破性行

情构成不确定性。

吴鹏表示， 昨日远月合约

IC1512对现货的贴水迅速缩

小，这一现象曾在4月21日出现

过，随后中证500就迎来了持续

两周的震荡走势。

吴鹏解释说，截至5月21日收

盘，IC1512合约对现货贴水184.2

点， 而从4月16日上市以来，

IC1512平均贴水402.8点。上一次

出现IC1512贴水大幅减少， 是4

月21日贴水170.9点，随后一直到

5月7日，中证500中止涨势，开始

了持续两周的震荡走势。

日内震荡将加大

昨日，三大期指多空双方同

步增仓，且数量均相当。 但值得

注意的是，与前两日相比，空头

加仓力量略强，多头加仓势头趋

弱。 沪深300期指多头席位上，

中信期货席位、永安期货席位分

别加仓2759手、1053手，位居多

头席位的前两位。两席位上空头

持仓亦有所增加。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虽然两

大股指期货已经突破前高并且

站稳，但现货上证指数刚刚走到

前期高点关口，面临挑战。 因此

期指的盘中震荡不可避免。

王黛丝认为，沪深300期指

一向保持主力的净空持仓状态，

但是近一周多头大幅增仓，令目

前主力多空持仓相近，甚至出现

了净多，可以进行偏多操作。

银建期货期指分析师张皓

表示， 三大期指持仓量近期都

大幅增加， 说明当前市场参与

度再次增强， 多空双方均是积

极入场，情绪高涨。这往往预示

着震荡力度将加大， 近两个交

易股指短时间震荡百点的情况

较为常见， 多空竞争激烈程度

正在日益增强。 三期指日内震

荡将逐渐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