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机构看市

国金证券复牌涨停

□本报记者 王朱莹

昨日， 非银金融板块表现

不佳，全日勉强飘红。中信非银

金 融 行 业 指 数 全 日 微 涨

0.09%, 表现仅好于银行行业

指数。但成份股中也不乏亮色，

共有6只成份股涨停， 其中国

金证券于昨日复牌， 收获一字

涨停。

回顾国金证券走势，有

些符合投资者口中所说“跌

停大部分没避开， 却成功避

开了两个涨停” ， 因其在市

场反转前夕请求停牌。 6月

25日， 前期停牌的国金证券

复牌便陷入市场的非理性下

挫之中，当日即无悬念跌停，

此后至7月7日短短9个交易

日持续下跌了 47.38% 。 次

日，公司成功申请停牌，却正

好赶上市场报复性反弹，从

而错失上涨良机。 7月13日，

该股复牌，顺利收获一字板。

成交量未放量， 仅成交4.64

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市场

上蓝筹板块整体出现疲态，但

个股却有分化。对于银行、券商

等股票前期在市场下跌中逆市

上涨者建议规避， 而前期空头

氛围释放充分， 尤其短期停牌

并于近期复牌者， 大概率持续

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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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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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 市场连续第三日

报复性反弹，走势开始分化。中小

市值个股因跌幅巨大， 周一仍然

大面积涨停，但盘中波动加大，诸

多个股盘中多次打开涨停， 只是

尾盘勉强封板， 显示筹码已然松

动。以银行为首的权重股，走势则

明显疲弱。现货收盘之后，期指突

然快速下挫。 预计周二个股走势

进一步分化， 再度大面积涨停的

可能性较低。

中州期货： 昨日三大期指呈

现出明显的分化格局， 超跌的中

小板个股代表

IC

盘中触及涨停，

但尾盘出现跳水， 最具市场代表

性的

IF

冲高回落， 代表大盘蓝筹

的

IH

则全天表现低迷。 经过连续

两个交易日大幅反弹过后， 本周

板块分化在预期之内， 短期来看

报复性反弹或告一段落， 指望期

指走出

V

型反转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 近期或将反复震荡消化前期

巨震，建议轻仓短线参与。

金汇期货：整体来看，市场底

部基本明确，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

一轮上涨行情开启， 未来价格可

能继续围绕这一底部进行反复波

动。操作上，建议继续采取观望策

略，等待价格出现二次回测后，再

入场布局多单。（叶斯琦整理）

中信银行深幅调整

□本报记者 王朱莹

7月 13日，1694只股票

上涨，仅55只股票下跌，集中

在权重板块。 从行业指数上

看， 昨日29个中信一级行业

中仅有银行行业指数下跌，

全日跌幅为3.29%。 成份股

中， 中信银行位居跌幅榜之

首，全日跌幅达5.93%，收报

9.2元。

昨日开盘， 中信银行以

9.38元（-4.05%）大幅低开，

此后震荡下行， 盘中最低下探

至9.06元（-7.36%），此后跌

幅有所收窄， 但整体依然维持

低位震荡。午后跌幅再度扩大，

截至收盘 ， 下跌 0.58 元或

5.93%。

回顾该股历史走势，中信

银行在前两周股市重挫之中

可谓是重要护盘力量，6月29

日 至 7 月 9 日 ， 累 计 上 涨

36.54%，而同期上证综指则下

跌了11.53%。但银行股等权重

股护盘消耗资金过大，当市场

企稳反弹、 人心渐稳之后，银

行板块面临“功成身退” 的压

力。 而且市场风格目前偏向前

期跌幅过大的中小盘股，一部

分资金存在换仓需求。 短期

内，市场风格有望维持。 基于

此，建议该股投资者暂时离场

观望。

金地集团现3.29亿元融资净偿还

□本报记者 王威

昨日申万房地产指数延

续 反 弹 势 头 ， 再 度 上 涨

4.60%，指数正常交易的94只

成分股中仅莱茵置业、 金地

集团和浙江东日昨日下跌。

其中金地集团的走弱与融资

盘的较大抛压密切相关，其7

月10日出现了3.29亿元的融

资净偿还， 高居全部两融标

的股之首。

从7月10日的两融数据

看，金地集团当日实现了2.84

亿元的融资买入，出现了6.13

亿元的融资偿还， 这使得该

股出现了3.29亿元的融资净

偿还， 并成为了当日唯一一

只融资净偿还超过3亿元的

两融标的股。 前一交易日的

巨量融资偿还也给该股的走

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

盘面看， 金地集团昨日低开

后便快速回落， 早盘最大跌

幅接近7%， 午后虽一度迎来

反攻， 但翻红后随即再度快

速回落，最终收报13.98元，下

跌3.92%。

金地集团自6月30日起

便开始企稳反弹， 并未受整

体市场走弱影响， 昨日的弱

势表现与资金短炒情绪和融

资盘的抛压有关。 不过分析

人士对于该股的后市依然看

好。 兴业证券指出，公司6月

销售金额、 面积均创历史第

二高，基本面运行良好，2015

年初至今销售量价齐升，预

计后续销售仍将稳健增长。

而且公司2014年以来投资较

为积极， 拿地策略符合行业

演变和发展趋势， 同时也为

公司未来发展和业绩增长打

下了坚实基础。

推出定增方案 鱼跃医疗复牌跌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停牌半个多月的鱼跃医

疗昨日发布定增公告， 昨日

复牌后，股价一字跌停，报收

于60.48元， 成交额仅为1.87

亿元。

鱼跃医疗发布公告称，公

司拟向包括员工持股计划在

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亿股,募

资不超过28亿元,其中员工持

股计划认购金额不超过2.4亿

元。 募投项目建设将扩大公司

中高端医疗设备及医用耗材

的生产能力；留置针、采血管

等新产品建设将丰富公司产

品品类；高值医用耗材研发中

心技术改造项目将提高公司

的技术创新能力。 补充流动资

金8.36亿元有助于提高公司经

营稳定性和主动性。

分析人士指出， 公司积极

布局互联网医疗并与阿里健康

进行全面战略合作, 对公司构

成利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公

司停牌期间， 市场整体大幅下

挫， 公司复牌后短期补跌压力

仍然较大，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

慎，不要盲目抄底。

业绩支撑凸显 深圳机场涨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延续了

此前的反弹势头， 场内个股迎

来普涨。 停牌两个交易日的深

圳机场昨日复牌， 股价一字涨

停，报收于7.10元，成交额仅为

8598万元。

深圳机场7月12日晚间

发布公告称， 公司上半年预

计实现净利润1.94亿元-2.2

亿元， 同比增长55%-75%。

上年同期净利1.25亿元。深圳

机场表示， 期内业绩预计大

增因航空主业的较快增长以

及营业成本增长放缓。 此外

公司还公告称， 公司筹划的

是转让所持有的深圳机场西

区土地项目， 但经征询相关

单位意见， 短期内无法完成

该项目的土地属性变更，暂

不具备交易条件。 经审慎研

究， 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

事项的筹划。

分析人士指出，上周后半

周沪深两市迎来普涨， 期间

深圳机场恰好停牌， 公司复

牌后，短期补涨动力交足。 此

外， 虽然公司终止了重大事

项的筹划， 不过公司半年报

业绩较好， 对于股价的支撑

力度也较强。

期指尾盘跳水 市场情绪仍待修复

□本报记者 叶斯琦

“多头” 刘先生被昨日期指

尾盘跳水吓出一身冷汗。 要不是

午盘及时平仓， 最后15分钟的跳

水免不了让刘先生走一遭“鬼门

关” 。 昨日， 刘先生早盘做多期

指，一度浮盈6万余元，不过午盘

震荡走弱，令他将盈利悉数回吐。

分析人士认为， 昨日金融板

块走弱是期指尾盘下挫的导火

索。 尾盘跳水导致期指呈现贴水

状态， 预计将对周二的现货指数

开盘价产生影响， 股指有可能出

现低开。 不过， 目前指数涨幅过

猛，短期回调属于正常现象。展望

后市， 期指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缓

的箱体震荡格局， 波动幅度将有

所收窄，市场情绪修复完全后，有

可能迎来新一轮的主升浪。

期指尾盘15分钟跳水

7月13日， 三大期指经历了

先扬后抑的走势，尾盘出现跳水。

其中，中证500期指（IC）表现最

强，主力合约IC1507高开于7500

点， 之后高位震荡，14时50分左

右一度封上涨停板。 不过现货收

盘之后，IC1507突然跳水， 一度

回吐约7%的涨幅， 最终报收于

7569.6点，上涨362.2点或5.03%。

相比之下， 沪深300期指

（IF）和上证50期指（IH）表现

较弱，经历冲高回落、尾盘15分

钟 跳 水 之 后 ，IF1507 报 收 于

4085.4点，下跌43.8点或1.06%；

IH1507报收于2799点， 下跌77

点或2.68%。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员彭博

表示，期指冲高回落主要是因为

金融板块午后大幅走弱。 昨日银

行、保险等板块均出现了大幅回

调的走势，对指数构成了一定拖

累，午后，上证50指数加速回落，

带动沪深300指数也出现回落，

最终导致收盘后期指继续下挫。

至于中证500期指尾盘跳水，主

要是由于升水太高所致。 中证

500期指昨日盘中涨停时最多升

水达到233点。沪深300期指和上

证50期指的下跌也使得市场情

绪有所不稳， 导致中证500尾盘

出现大幅下挫。

“目前的下跌， 归根到底仍

然是市场信心没有完全恢复导

致，特别是前两个交易日的暴涨

已经使得很多股票触及密集套

牢区间，加上对于股票复牌所带

来压力的担心有所蔓延，暴涨中

的获利盘以及套牢盘双重压力

使得目前市场情绪比较脆弱，容

易产生较大波动。 ”彭博说。

截至昨日收盘，三大期指全

线 贴 水 。 其 中 ，IC1507 贴 水

126.04 点 ，IF1507 贴 水 126.41

点，IH1507贴水70.05点。

庸恳资产投研团队认为，以

IC为首的中小创个股是前期超

跌最严重的群体，IC前期也是大

幅贴水，IC前期向下波动性要大

于IF和IH，换言之上涨波动性也

会大于IF和IH。 昨日IC1507盘

中涨停，盘后大幅跳水，预示未

来升水会边际收敛，中小盘股可

能面临短期调整压力。

多空开始移仓换月

本周五，期指当月合约将进行

交割，多空双方纷纷转战8月合约，

这是否会导致期指波动性加剧呢？

对此， 彭博认为， 昨日

IF1508合约总体增仓4705手，而

IF1507合约减仓10560手，说明

已经开始出现移仓现象。 中证

500期指和上证50期指也有相应

的增减仓位现象，例如IC1509合

约增仓1700多手，仓位基本上较

上个交易日增加一倍左右。 但

是，总体来看，移仓换月的量并

不算多，未来两三天应该才是主

力移仓换月的时间，昨天的量能

难以导致期指出现大幅波动。

中金所公布的盘后持仓数

据显示，在IC1507合约中，多头

表现明显强于空头。多头前20席

位累计增持529手， 而空头前20

席位则减持796手。 在IF1507合

约中， 多空前20席位分别减持

7611手和6775手， 其中光大期

货、永安期货和国泰君安期货席

位减持多单幅度较大，分别减持

3231手 、1952手和 1867手；在

IH1507合约中， 多空前20席位

则分别减持1493手和2088手。

展望后市，金友期货股指期

货研究员陈溢洲表示，在经过暴

跌暴涨的“过山车” 行情后，期

指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箱体

震荡格局， 波动幅度将有所收

窄。 市场近期上涨是对前期恐慌

性下跌的向上修正，市场还需要

更多时间来震荡蓄势，才有可能

掀起新一轮的主升浪。

彭博认为， 考虑到银行、石

油等前期涨幅较大的板块均有

回调的压力，证券、运输行业等

权重板块均已到达前期套牢压

力位，短期期指可能出现二次探

底的过程。 特别是近期又将有众

多停牌公司复牌，这将在供给面

上对市场产生冲击。 短期市场波

动预计将有所放大， 但中期来

看， 市场信心已经逐渐恢复，市

场中期震荡企稳是大概率事件，

投资者可以逢高抛售，逢低继续

做多。

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7月13日，上证50ETF现货报

收于2.862元， 下跌1.48%。 上证

50ETF期权共成交119510张，较

上一交易日减少41.98%， 总持仓

275192张，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2.85%。

认沽认购比为0.59� (上一交

易日认沽认购比为0.50)。

当日成交量排名前3的认购合约

合约简称

成交量

（张）

持仓量

（张）

涨跌幅%

50ETF

购

7

月

2900 7862 8237 -30.52

50ETF

购

7

月

3000 6546 15427 -37.81

50ETF

购

7

月

2850 6433 6453 -27.97

当日成交量排名前3的认沽合约

合约简称

成交量

（张）

持仓量

（张）

涨跌幅%

50ETF

沽

7

月

2500 3702 5307 -35.58

50ETF

沽

7

月

2900 3632 2683 -1.60

50ETF

沽

7

月

2750 3569 5728 -8.16

当日涨幅排名前3的合约

合约简称 涨跌幅%

杠杆

系数

成交量

（张）

持仓量

（张）

50ETF

沽

9

月

2850 12.04 -8.13 22 518

50ETF

沽

9

月

2750 9.47 -6.40 16 248

50ETF

沽

8

月

2850 9.22 -6.23 518 715

当日跌幅排名前3的合约

合约简称 涨跌幅%

杠杆

系数

成交量

（张）

持仓量

（张）

50ETF

购

7

月

3600 -83.33 56.31 4581 18370

50ETF

购

7

月

3500 -77.68 52.49 2116 10868

50ETF

购

7

月

3300 -69.43 46.91 2236 9315

注：（1）涨跌幅=期权合约当

日结算价/期权合约上一交易日

结算价;

（2） 杠杆系数=期权合约价

格涨跌幅/现货价格涨跌幅，以当

天50ETF收盘价、 期权合约结算

价来计算;

（3） 认沽认购比=认沽期权

合约总成交量/认购期权合约总

成交量;

（4） 当日结算价小于0.001

元的合约及当日新挂合约不计入

合约涨跌幅排名;

（5）行权日，到期合约不计

入当日成交量和涨跌幅排名。

免责声明：

以上信息仅反映期权市场

交易运行情况，不构成对投资

者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不

应当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

判断或仅依据该等信息做出

投资决策。 对于投资者依据本

信息进行投资所造成的一切

损失 ，上海证券交易所不承担

任何责任。

期权隐含波动率回落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价格走低

影响， 昨日50ETF认沽期权合约

价格多数上涨，而认购期权合约价

格多数下跌。截至收盘，7月平值认

沽期权“50ETF沽7月2850” 收盘

报0.1182元， 下跌 0.0047元或

3.82%；7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

购7月2850” 收盘报0.1120元，下

跌0.0435元，跌幅为27.97%。

波动率方面， 周一期权合约

隐含波动率整体回落。 其中，7月

平值认购期权 “50ETF购7月

2850” 隐含波动率为55.7%；7月

平值认沽期权 “50ETF沽7月

2850”隐含波动率为66.32%。

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

示， 近日A股连续强势反弹缓和

了市场情绪，对于“复牌大军”归

来的冲击，不必过分担忧，市场信

心逐渐回归将对走势形成支撑。

此外， 持续困扰全球市场的希腊

问题昨日传来好消息。 预计利空

出尽令50ETF再度暴跌的概率

较低，短期将以调整格局为主。

操作策略方面， 推荐使用认

沽价差组合， 即卖出N单位认沽

期权的同时， 买入N单位同月份

行权价格较低的认沽期权。例如，

同时买入 1张 “50ETF沽 7月

2750” 和卖出1张“50ETF沽7月

3100” ， 该组合净权利金收入为

2171元。

沪市领衔 两融余额企稳回升

偏爱大金融出走中小创

□本报记者 王威

7月10日沪深股市两融余额

报14409.72亿元， 在连续半个月

的大幅回落之后， 首度企稳并较

前一交易日小幅增加了0.03%。其

中， 沪市成为两融企稳回升的关

键力量，沪市两融余额报9340.70

亿元，增幅达0.49%；而深市则继

续下滑0.81%至5069.02亿元。 与

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变化相一

致， 金融股获得了融资客的强势

加仓， 银行及非银金融板块的净

买入额均在40亿元以上， 而医药

生物、 传媒和计算机的净偿还额

则悉数超过了10亿元， 位居行业

板块最末端。

时隔半月两融余额终企稳

伴随着A股市场连续回调，6月

19日以来，两融余额连续下降。 从6

月18日的22730.35亿元一路回落

至7月9日的14405.77亿元，两融余

额共减少了8324.58亿元，降幅高达

36.62%。不过7月10日，两融余额企

稳并小幅回升3.95亿元至14409.72

亿元，显示在连续反弹后，两融资金

的谨慎情绪显著降温。

据Wind资讯数据， 截至7月

10日， 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达

14939.16亿元， 较上个交易日小

幅上升了0.03%。

融资方面， 当日两市融资余

额报14382.52亿元， 当日的融资

买入额为1260.19亿元，较前几个

交易日有明显回升， 而融资偿还

额则继续呈现回落态势 ，报

1257.76亿元，不到上周最高值的

一半。 因此， 在时隔14个交易日

后，融资重归净买入格局，金额为

2.43亿元。 融券方面，7月10日的

融券余额报27.20亿元，其中融券

卖出额和偿还额分别为15.90亿

元和16.37亿元，均较前一交易日

出现了回升。

作为本轮牛市的重要推动力

量之一， 在近期市场连续回调过

程当中， 两融余额的规模也出现

了快速下降势头。从今年3月24日

的1.44万亿元到6月18日的两融

余额峰值2.27万亿元一共用了61

个交易日， 然而在回落至1.44万

亿元则仅仅用去了14个交易日。

而且从6月19日两融余额开始下

降以来， 单日的融资净偿还规模

呈现逐渐放大的过程，从6月19日

的55.50亿元一路攀升，7月6日至

8日的净偿还额甚至超过了1000

亿元 ， 分 别 为 1363.01 亿 元 、

1443.46亿元和1700.19亿元。

不过随着两融余额的快速下

降， 融资杠杆比例已回归合理区

间，而平仓高峰也已进入了尾声。

国都证券表示， 经此轮连续14个

交易日融资盘减仓、平仓后，两融

余额占两市总市值、 流通市值的

比例来看， 已分别从此前高点

3.5% 、4.8%显著下降至最近的

2.6%、3.6%， 处于国际市场的合

理水平。在这14个交易日，两融余

额已自高点下降约8400亿元至

1.44万亿元， 尤其是上周前半周

经历了快速平仓高峰。 按沪综指

3500点测算，粗略预计对应今年3

月下旬起新增的融资盘约1600亿

元 （当时两融余额1.3万亿元），

基本宣告融资盘平仓高峰已进入

尾声。

沪市获捧 融资偏好金融股

金融股是融资加仓的“冲锋

军” 。 具体来看，7月10日，沪市两

融余额报9340.70亿元，前一交易

日该数据为9295.42亿元，增幅达

0.49% ； 相 较 于 前 一 交 易 日

5110.35亿元的规模，深市两融余

额则继续下降0.81%至5069.02亿

元。由此，沪市的两融余额占比回

升至64.82%， 深市两融余额占比

则下滑至35.18%。

与沪深两市两融余额“冰火

两重天”状况一致，融资资金对于

行业的偏好度也呈现出显著的偏

好特征。当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

块中有9个行业获得融资净买入，

其中银行和非银金融板块的净买

入额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板块，达到

了45.32亿元和40.27亿元， 占到了

所有获得净买入行业板块总和的

近八成；与之相对，当日遭遇融资

偿还位居前三的行业分别为医药

生物、传媒和计算机板块，净卖出

金额分别为13.11亿元、12.91亿元

和10.79亿元，成为当日仅有的融资

净偿还额超过10亿元的行业板块。

风险情绪回升 期债暂时休整

□本报记者 葛春晖

周一（7月13日），国债期货

市场在A股继续强势反弹背景下

呈现弱势震荡格局，10年期主力

合约绿盘报收。 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A股救市效应显现，投资者风险

偏好回升对债市资金形成分流，期

债短期上涨动力不强； 中期而言，

在经济形势依然偏弱的基本面环

境下，市场风险偏好回落仍是大概

率事件，期债后市仍可乐观。

A股情绪修复 期债先扬后抑

13日，A股市场延续上周后

半周以来的强劲反弹势头， 上证

综指盘中站上4000点，全天上涨

2.39%，涨停个股超过1500家。 在

此背景下， 国债期货市场暂时被

A股抢去风头， 期债价格先扬后

抑，10年期主力合约下跌明显，其

他合约涨跌互现、波动不大。

具体来看，5年期主力合约

TF1509收报96.94元， 较上周五

收盘结算价微涨0.02%； 全天成

交5594手，较上周五的6768手下

降近两成， 持仓下降115手至

1.78万手 。 10年期主力合约

T1509收报95.72元，下跌0.21%；

成交2941手，较上周五的2668手

略有增加； 持仓增加433手至

1.79万手。

资金面方面， 银行间货币市

场流动性延续稳中偏松态势，主

流质押式回购利率继续处于今年

以来的相对低位水平。其中，隔夜

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微升不到2BP

至1.24%，指标7天期回购加权平

均利率略升1BP至2.55%。

债券现货市场方面， 据交易

员称， 昨日银行间利率债交投平

稳，中长端收益率略有上移。具体

看，5年期国债收益率微升2BP至

3.16%，10年期品种微升2BP至

3.48%。

市场人士表示， 货币市场流

动性保持稳定充裕， 对债券市场

仍形成有效支撑， 不过， 短期来

看，随着A股市场情绪的修复，投

资者信心恢复对债市资金形成分

流，期债市场上涨动能已经不强。

短期需谨慎 中期偏乐观

由于A股市场连续大幅下挫，

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一度推动国

债期货市场从7月3日起展现连续

上攻行情，但从上周后半周起，随着

政府多方合力推出的各项救市政

策逐渐显效，A股市场止跌反弹，投

资者对A股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期

债市场也进入盘整格局。 分析机构

指出，A股反弹或将延续，导致“股

债跷跷板”效应延续，但中期而言，

国债期货市场环境则仍然偏多。

国投中谷期货表示， 本周需

要重点关注股票市场行情的进一

步演绎以及6月和二季度经济金

融数据的集中发布。该机构指出，

一方面，A股市场在多部门协同

作战实现惊天逆转后， 短期仍需

警惕股市报复性反弹风险， 但经

过本轮A股市场调整后， 市场风

险偏好回落无可避免， 加之IPO

暂缓和配资清理将降低市场对无

风险收益的要求， 利于资金回流

债市，提升债市需求；另一方面，

目前经济增长动能仍弱， 企稳回

升难度偏大，数据表现难言乐观。

中财期货亦指出， 在经历了

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之后， 后期

市场或将逐渐恢复“冷静” ，未来

IPO暂缓、 风险偏好下降等将有

利于债券类配置力度加大， 利多

国债期货价格上涨， 建议1509多

单持有，95.3以下止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