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平高科涨近5%

隆平高科8月12日午间公

告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获得证监会发审委通过。 公

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核准文件后另行

公告。

根据此前发布的非公开发

行预案，隆平高科拟以11.83元/

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6

亿股，募集30.77亿元用于补充

日常营运资金、 农业产销信息

系统升级建设、偿还银行贷款、

研发投入及农作物种子产业国

际化体系建设等， 并引入新的

实际控制人中信集团。

从盘面上看， 隆平高科昨

日平开于27.98元，上午窄幅震

荡，在上述利好消息的刺激下，

公司股票下午开盘后突然直线

拉升，最高触及30.78元，此后

随大盘震荡回落，截至收盘，仍

收涨4.54%报29.25元， 日成交

额为12.63亿元。

在中证500成分股中，隆平

高科的权重占比为0.39%，昨日

该股对指数的贡献为1.48%。申

万宏源证券认为， 外延式扩张

将成为隆平高科未来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 结合公司目前主推

的隆两优等新品种销量的持

续、稳定增长，在不考虑未公布

的并购项目的情况下， 预计公

司2015年-2017年净利润分别

为5.0/6.11/7.32亿元。该券商指

出，隆平高科目前在资金、资源

上具有先发优势， 外延式扩张

将使得业绩具有较大的上修空

间，重申“增持”评级。（王姣）

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8月12日， 上证50ETF现货报

收于2.564元，下跌1%。上证50ETF

期权总成交94714张,�较上一交易

日减少7.24%，总持仓335988张，较

上一交易日增加1.32%。

认沽认购比为0.84 (上一交易

日认沽认购比为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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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00 8109 12026 -16.50

50ETF

购

8

月

2600 7211 8624 -21.60

50ETF

购

8

月

2550 5464 8579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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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00 8893 12670 1.94

50ETF

沽

8

月

2550 7542 6116 6.33

50ETF

沽

8

月

2600 5042 5093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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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450 12.45 -12.45 2525 3769

50ETF

沽

12

月

2500 8.32 -8.32 26 1424

50ETF

沽

8

月

2550 6.33 -6.33 7542 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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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950 -57.14 57.14 811 4557

50ETF

购

8

月

2900 -52.73 52.73 921 7845

50ETF

购

8

月

2850 -37.66 37.66 991 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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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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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热情提升 两融余额连增

□本报记者 张怡

随着行情的反弹， 本周以来

两融市场维系升势， 周一和周二

融资买入额均不断提升， 促使两

融余额重回升势。 截至8月11日，

两融余额收于13543.56亿元，环

比上个交易日提升了逾 138亿

元，在周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显示出融资买入热情的提升。 不

过， 两融情况与A股市场成交情

况相关性较高， 经过周一和周二

的放量后， 周三A股市场成交额

再度萎缩， 或使得两融余额重回

波动格局。

融资买入热度升温

融资方面，8月11日的融资买

入额为1602.83亿元， 环比周一的

1513.58亿元小幅提升，而这是7月

27日之后的最高值，较上周千亿元

左右的买入情况明显好转。当日的

融资偿还额为1463.44亿元， 环比

也提升了逾180亿元。 由此，当日

的融资净买入额为139.39亿元，融

资余额升至了13511.44亿元。融券

方面，8月11日融券余额收于32.12

亿元，环比上个交易日下降了1.26

亿元。

从行业方面来看，28个申万

一级行业中， 昨日仅有25个行业

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融资进驻，

其中机械设备、 有色金属、 计算

机、 化工行业的融资净买入额居

前四位， 分别为18.16亿元、13.52

亿元、12.43亿元和12.15亿元，同

时， 医药生物和银行业的个股的

融资净买入额合计也均超过了11

亿元。 相反，非银金融、建筑装饰

和国防军工行业则遭遇净偿还，

净偿还额分别为6.5亿元、4.14亿

元和1.47亿元。

所有两融标的股中，560只个

股获得融资净买入，占比过半。 其

中，中国一重11日获得了9.11亿元

的融资净买入，遥遥领先于其他个

股；同时，紫金矿业、浦发银行、天

坛生物和中联重科的融资净买入

额也均超过了3亿元。相反，中信证

券遭遇了5.16亿元的融资净偿还；

隧道股份、东方航空、国投新集的

净偿还额也均超过了2亿元。

两融余额仍将波动

两融情况的好转， 显示出市

场中激进投资者的信心有所恢

复，沪指短线支撑力较强。 不过周

三两市成交额再度萎缩， 市场震

荡回落， 将对两融余额的继续增

长形成制约。

如果说上周A股市场最大的

特征在于成交缩量， 那么本周情

况明显好转。 以沪指为例，本周一

和 本 周 二 的 成 交 额 分 别 为

6526.22亿元和7122.90亿元，均较

上周五的4454.85亿元明显提升。

由此， 两融市场作为重要的资金

来源， 自然随着市场成交回暖而

连续扩张。

不过， 随着行情大涨至4000

点关口附近，A股市场又面临着7

月1日附近的以及7月24日二度回

落附近的巨大套牢盘，上行压力较

大。 从市场心态来讲，场外增量资

金并不愿意进场接盘充当 “解放

军” 来帮助套牢盘解套，而场内资

金也面临压力位而自动提前规避

回调， 因而市场自然出现回落格

局，敏感而激进的两融投资者料退

避风险，预计12日的两融数据将出

现回落。

就市场机遇而言，当前市场热

点切换相对较快，资源类板块和消

费类板块表现相对较为稳定强势。

周一国企改革和国防军工板块表

现强势，但周二商业贸易、休闲服

务、纺织服装及诸多资源性板块涨

幅居前，周三国防军工重回涨幅榜

首。 总体来看，市场对热点事件的

反应及时，体现出行情演绎逐步回

归常态、 市场信心进一步恢复，但

涨多了后谨慎情绪仍占主导。这种

情况下， 投资者仍要波段操作为

主，对于融资买入额较高的个股可

以多加关注。

上海自贸区受捧 浦东金桥涨停

沪深两市大盘昨日震荡调

整， 不过场内题材热点依然丰

富，受益于上海“双自联动” 的

消息，上海股票表现较好，浦东

金桥强势涨停。

浦东金桥昨日小幅低开

后，震荡上行，维持窄幅震荡，

午后成交额突然放大， 股价快

速拉升，封死涨停板至收盘，尾

盘报收于22.15元。 值得注意的

是， 浦东金桥昨日成家额达到

6.39亿元，较此前显著放量。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浦东新区区长孙继伟

日前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浦东将全力构建最

高效的“双自联动” 机制———

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联动，以推进浦东科技创

新中心核心功能区。 为此，浦

东制订了专门的 “实施方

案” ，聚焦联动发展和制度创

新，推动投资贸易便利与科技

创新功能的深度叠加，促进制

度创新、开放创新与科技创新

的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开放度

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和最好

的科技城。

分析人士指出， 上海自贸

区一直是国内自贸区的龙头，

其全力打造创新、 开放的自贸

区，为此制订了专门的“实施方

案” ，有利于浦东的建设，不过

近期题材热点快速切换， 建议

投资者保持谨慎， 不要盲目追

高。 (徐伟平)

签订30亿元PPP项目

易华录复牌涨停

停牌6个交易日的易华录

于8月11日晚间发布了签订30

亿元PPP项目的公告，昨日复牌

后一字涨停，股价报收于38.16

元，成交额仅为705万元。

易华录8月11日晚间公告，

为加快推动“智慧湘潭” 项目

的建设， 经湘潭市人民政府授

权，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

基础上，湘潭市商务局、湘潭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北京易

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签署(授权代表已签字，正在

履行盖章手续)了《招商引资项

目协议》、《智慧湘潭项目建设

备忘录》。双方采取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的模式（PPP）建设智

慧湘潭项目， 项目总规模为30

亿元人民币。

分析人士指出， 协议的签

订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项目储

备。 协议中涉及的项目如能正

常实施, 将对公司以后年度的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有助于增

强公司“智慧城市” 项目的建

设和运营能力。复牌首日，易华

录筹码锁定度较好， 短期有望

延续升势。 (徐伟平)

收购安谱实验 聚光科技高位补跌

停牌三个多月的聚光科技

于8月11日发布了收购安谱实

验的公告，昨日复牌后，高位跌

停，报收于33.88元，成交额为

2095万元。

聚光科技发布公告称，拟

以28.16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0,

800万元, 其中23,090万元投

资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55.58%的股权,117,71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

金。 收购对象安谱实验是专门

从事实验室用品生产、 销售和

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已基本

形成全产品链、全区域覆盖、全

业务模式的经营格局及业绩。

分析人士指出，收购安谱

实验符合公司实验室业务的

发展战略,将进一步完善公司

的智慧环境业务产业链,同时

借助安谱实验的电商平台,实

现业务模式向 “互联网+” 的

转型与升级。 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公司停牌期间，大盘大幅

调整超过千点，聚光科技避开

调整，但复牌后高位补跌的压

力开始凸显，建议投资者短期

保持谨慎， 不要盲目入场抄

底。 (徐伟平)

中金公司： 昨日市场继续调

整，尾盘快速下挫。 国企改革概念

股反复活跃， 盘中多次带动上证

指数上行， 无奈除纺织服装等少

数受益于人民币贬值的板块外，

其余主流板块均表现疲软。 创业

板指数收盘前放量杀跌， 跌幅远

超主板。 而炒作多日的国企改革

概念股也出现明显分化， 若市场

整体情绪趋于谨慎， 此板块的补

跌指日可待。 预计市场今日继续

调整， 无国企改革题材可供支撑

的创业板指数下跌压力更大。

中州期货： 经过近期连续拉

升后， 近两个交易日期指呈现出

弱调整之势， 已修正了短期均线

与期价过大背离。 当前救市政策

和维稳资金继续对市场提供支

撑，期价站上各条中短期均线，下

方中短期均线上移后有望继续向

上运行， 依旧是逢调整轻仓多单

为主，但震荡节奏下注意止损。

瑞达期货： 市场中期底已探

明，股指重心不断上移，量能与

情绪逐渐回暖， 较利好后市；但

受套牢盘、短期浮筹、政策底等

多因素共振， 股指上下空间有

限，仍需时间整固。 策略上，上行

曲折，日内振幅加大，三期指日

内操作。 （王姣整理）

多头增仓明显 期指短期震荡偏强

□本报记者 王姣

“大盘微跌， 期指多头却大

幅增仓，这预示着什么？ ” 昨日收

盘后，面对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

IF1508前20名多头主力席位逆势

增持多单的表现， 有看多的期指

投资者暗暗窃喜。

尽管市场情绪仍显谨慎，三

大 期 指 继 续 弱 势 调 整 ， 但

IF1508、 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

IH1508昨日贴水幅度收窄，似乎

给了部分多头投资者一些信心。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从市场整体

走势来看， 中期底部或已探明，

股指继续下跌空间有限，未来在

稳增长政策的支撑下，重心有望

继续攀升。 短期来看，多方或相

对乐观，股指可能走出横盘震荡

偏强的态势。

上证50期指相对抗跌

8月12日， 三大期指走势分

化， 其中IF1508以3982.8点跳空

低开， 日内弱势震荡， 收盘报

3966.8点， 较上一交易日结算价

下跌48.4点，跌幅为1.21%；中证

500 期 指 主 力 合 约 IC1508 以

8202.2点微幅高开， 尾盘持续下

行，最终收报8082.2点，下跌197.4

点，跌幅达2.38%；IH1508表现相

对抗跌，开盘以2554点跳空低开，

日内震荡偏弱，收盘报2548点，下

跌18.6点，跌幅为0.72%。

截至收盘，IF1508、IH1508

贴水幅度收窄，分别为49.33点和

13.13点，IC1508贴水继续扩大至

254.14点。

“IC跌幅较大原因在于部分

中证500成分股依然估值偏高，造

成市场对于中证500指数依然信

心不足， 一旦市场不稳就会造成

IC波动较大， 而IH跌幅较小主要

在于上证50权重股目前仍处于护

盘范围内，跌无可跌，因此整体较

为强势。 ”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员

彭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期

指整体走势来看， 昨日IH和IF呈

现横向整理的态势，较为强势，主

要原因仍然在于保险、证券、银行

等金融板块基本已经见底， 难以

继续下跌， 目前的震荡给了底部

更加扎实的空间， 短期见底成功

必然将大幅回升。

宝城期货研究员邓萍补充

称， 由于近两个交易日宏观数据

密集公布，加之人民币波动，令市

场情绪相对谨慎，股指出现调整。

但是在救市资金的托底下， 蓝筹

股向下空间有限， 因此也导致了

期指三品种的分化。

中国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数

据，7月份国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实际增长6.0%（扣除价格

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6月份回

落0.8个百分点。 1-7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

数据还显示，7月份我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24339亿元，同比

名义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0.4%）， 比6月份微降

0.1个百分点。 今年前7个月，国内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5916亿

元，同比增长10.4%。 此外，1-7月

份，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288469亿元， 同比增长

11.2%，增速比1-6月份小幅回落

0.2个百分点。

“从7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

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 工业生

产持续低迷， 产能过剩仍未能有

效缓解，去库存进程仍在持续，后

期稳增长政策仍值得期待。 且央

行或将投放更多基础货币， 降准

的概率增加。因此，未来在稳增长

政策的支撑下， 股指重心有望继

续攀升。 ”邓萍表示。

多头暂居上风

中金所昨日盘后持仓数据显

示， 沪深300期指持仓增仓1288

手至106932万手；上证50期指持

仓减少526手至2.84万手； 中证

500期指减少160手至1.89万手。

值得注意的是，IF1508前20

名多头主力席位昨日盘中逆势增

持3067手多单， 而空方在占据优

势的情况下仅增持119手空单。分

席位来看，中信期货、安信期货、

光大期货和华泰期货席位增持多

单都超过千手， 分别为1645手、

1586手、1183手和1118手， 同时

中信期货、安信期货、永安期货席

位分别增持空单779手、425手和

331手。

邓萍指出，从持仓来看，IF

多头略显优势， 中信期货席位

虽然多空头寸均有所增加 ，但

是多单增加更为明显 ， 且在

IF1508合约上已连续两个交易

增加多单， 显示其对未来股指

走势较为乐观。

此外，IH1508前20名多头席

位减仓164手，前20名空头席位减

仓更明显，为837手；IC1508前20

名多头席位增仓170手，同时前20

名空头席位减仓362手。 “IH方

面，多空双方均有所减仓，但是空

头减仓力度略大。IC方面，前20主

力在IC1508合约上增多减空，但

力度均不大。 ”邓萍表示，整体来

看，多空双方仍较为谨慎，但在稳

增长政策的支撑下， 股指短期或

将呈现震荡态势， 等待利空因素

的消化。

彭博同时指出，“短期由于

指数上涨，已经积累一些获利盘，

加上近期上证指数达到4000点压

力位， 具有前期套牢盘出货的压

力，目前的指数处于横盘震荡，走

势依然强势，银行、保险、证券等

权重板块基本探底成功， 跌无可

跌， 短期内市场将随金融板块的

回升，重新回到上升趋势，目前应

是做多好时候。 投资者可以选择

IH或者IF继续做多。 ”

视线重归基本面 期债上演逆转行情

□本报记者 葛春晖

8月12日， 午间最新出炉的7

月份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一度陷

入谨慎的国债期货市场由此重新

获得向上动力， 期价全天先抑后

扬， 尾市全线飘红。 市场人士表

示，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再次下行，

保增长仍需政策加码， 经济基本

面对债券市场继续构成较强支

撑， 国债期货中线偏多操作机会

大于风险。

经济数据疲弱 期债应声上涨

12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

间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调逾

千基点。 国债期货市场早盘继

续消化汇率波动影响， 期价低

开低走 ， 一度下探至 7月初低

位， 之后跌幅收窄步入低位震

荡态势。

午后， 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7

月份工业增加值等重要经济数据，

疲弱的数据显示经济企稳基础尚

不牢固，国债期货由此得到向上指

引，期价震荡走高。 截至收盘，5年

期主力合约报96.61元， 较上一交

易日收盘结算价上涨0.15%；10年

期主力合约报 95.33元 ， 上涨

0.11%。

同日，现货市场交投热情亦在

经济数据公布后显著升温，中长端

国债收益率全天先上后下。中债网

数据显示， 银行间5年期国债收益

率最新报3.2661%，10年期国债收

益率报3.5402%，较11日均微升约

1.5BP。

昨日货币市场流动性整体

维持均衡状态，短端资金价格略

有上行， 指标7天回购加权平均

利率 （存款类机构行情） 反弹

4BP至2.44%。市场人士表示，近

日市场上短期限资金需求保持

旺盛，而机构融出意愿则有所回

落，不过，虽然流动性宽松程度

不及前段时间，但仍能保持稳中

偏松状态，资金利率波动幅度有

限，机构对资金面的预期也依旧

乐观。

基本面支撑依然较强

市场人士表示， 昨日公布的7

月份一系列重要数据，印证了我国

实体经济增长依然不振的事实，而

这正是未来债券市场牛市行情能

够延续的重要基础。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

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较6

月的6.8%显著放缓， 且低于市场

预期；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10.3%， 较6月份的11.6%明显

回落；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

实际增长10.4%， 较6月份亦有小

幅下降。 中金公司就此在其昨日

发布的最新点评报告中指出，数

据显示7月份经济全面下滑，未来

货币政策放松仍有必要， 而且可

以期待。

中金公司表示， 去年8月份和

今年3月份工业增加值明显滑落之

后， 央行在后续的1个月都增加了

流动性投放，如去年9月投放5000

亿元MLF， 今年4月份大幅降准，

而7月份工业增加值再度明显滑落

后，未来一段时间央行可能主动增

加流动性投放规模，继续引导实际

利率下行。

对于债市而言， 中金认为，当

前贬值带来的只是局部和短暂冲

击，未来的货币政策的放松将会继

续引领债券的牛市，近期收益率的

上行为布局未来的债牛行情提供

了买入机会。

期债策略方面，综合多家机

构观点来看， 经济基本面决定

债市仍具中期走牛动力， 国债

期货中线偏多操作机会大于风

险， 但考虑到短期市场情绪波

动率上升，短线仍需控制仓位、

波段操作。

期权策略助震荡市盈利

□本报记者 马爽

昨日，50ETF认沽期权合约价

格多数上涨，认购期权合约价格多

数下跌。 截至收盘，平值期权合约

方面，8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

沽8月2550”收盘报0.0638元，上涨

0.0038元或6.33%；8月平值认购期

权 “50ETF购8月2550” 收盘报

0.0701元，下跌0.0199或22.11%。

波动率方面，50ETF期权合

约隐含波动率整体小幅震荡。 其

中，8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购

8月2550” 隐含波动率为29.81%；

8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沽8月

2550”隐含波动率为34.67%。

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

示， 近日大盘走势较为疲软，多

空在 3900 点 一 线 争 夺 激 烈 。

50ETF也连续两日下挫，且成交

持续低迷。 从50ETF期权市场来

看，PCR （成交量看跌看涨比

率）持续回升，且隐含波动率未

能继续回调， 而是呈现横盘震

荡。 PCR的上升主要与看空情绪

和避险情绪有关。隐含波动率止

跌一定程度反映投资者谨慎情

绪难消的现实。

分析人士进一步表示，在趋势

性行情尚未成形的当下，建议继续

使用认购价差策略，或者卖出跨式

策略。 卖出跨式策略是指同时卖出

N单位执行价格和到期月份相同的

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

冠城大通一字涨停

在证金公司成为冠城大通

第二大股东和加码新能源产业

的利好刺激下， 昨日冠城大通

强势一字涨停， 最终收报9.75

元， 涨幅10.05%， 值得注意的

是， 该股昨日成交额仅为1.99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的5.91亿

元明显减少， 显示投资者惜售

情绪浓厚。

冠城大通8月11日晚间披

露，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7

月31日的股东名册， 证金公司

直接持有公司5044万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3.4%， 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 同时，博时基金、

大成基金、华夏基金、南方基金

等10家基金公司通过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冠城大

通5317.3万股股票， 占公司总

股本的3.59%。 公司同时公告

称， 为有效推进公司新能源锂

电池领域转型战略的实施，8月

10日， 公司参加由福建省产权

交易中心举办的福建创鑫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创鑫科

技” ）53.22%股权竞买活动，并

以6466.25万元价格成功竞得

该部分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持有创鑫科技53.22%股权，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广发证券指出，2014年开

始， 冠城大通在新能源领域的

布局力度在逐步推进。 公司在

获得了上游资源以及产品生产

能力的同时， 拓展下游产品渠

道， 重点关注军用锂离子电池

领域， 同时进军民用锂电池产

业市场，利用现有平台，进一步

整合资源扩大产能降低成本，

最终实现双主业平稳发展的中

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王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