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矿稀土受益“五矿系”整合预期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月15日，五矿发展公告称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自17日起

停牌。 这使市场资金敏锐地

“嗅” 出了“五矿系” 资本整合

的投资机会， 从而助推了同为

五矿系的五矿稀土昨日的涨停

行情。

昨日早盘， 五矿稀土以

24.6元高开， 此后维持高位窄

幅震荡，午后，伴随成交量突

然放大，该股股价直接拉升至

涨停， 中途几度小幅开合，最

终仍以涨停板报收。 成交量

上， 该股全日成交26.46亿元，

相对前一交易日小幅下滑，但

仍处高位。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

五矿系资产证券化率仅33%

左右，后续整合前景受到机构

看好。 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

日买入五矿稀土的前五席位

未见机构身影，但第一位是中

信证券上海恒丰路营业部，买

入金额高达1.2亿元； 卖出席

位倒是出现了机构身影，但卖

出金额不多，仅2351.48万元。

买方实力强劲， 叠加 “五矿

系” 整合预期，趁着“国企改

革” 的东风，五矿稀土股价有

望继续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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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数成分股异动扫描

■ 融资融券标的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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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编： 王超 电话：

010－63070401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8月18日 星期二

衍生品/对冲

edging

A10

H

中金岭南尾盘涨停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伴随国企改革 “1+N”

方案出台日益临近， 国企改

革概念股在A股中刮起了一

阵风潮。 业内人士认为，从经

济转型的前进方向来看，钢

铁、有色等产能过剩行业，必

须淘汰落后产能， 促使行业

转型升级， 国企改革动力强

劲。 因此昨日钢铁和有色板

块均有不错表现。 中信有色

金属指数全日上涨3.32%，成

分股中中金岭南于尾盘封上

涨停， 收报17.37元， 位于涨

幅榜前列。

中金岭南占沪深300指数

权重为0.17%， 昨日的指数贡

献为1.36%。 周一早盘， 中金

岭南以16.45元大幅高开，此

后在5%涨幅附近震荡。 午后，

股价进一步上行，此后维持较

长时间的高位横盘。 收盘前十

分钟左右，伴随成交量突然急

剧放大，中金岭南股价封死涨

停， 全日上涨1.58元至17.37

元。 成交量上，近几交易日呈

现持续放大态势， 昨日成交

22.66亿元。

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

买入前五席位中，有一家机构

席位位居第三位，买入金额为

3407.09万元。 买入前二席位

则分别为中信系旗下上海溧

阳路营业部和海通证券绍兴

劳动路营业部，买入金额分别

为 6103.99万元和 4041.96万

元。 而卖出席位中出现两家机

构身影，分别卖出2944.5万元

和2013.97万元。 鉴于买方力

量强于卖方，该股短期内仍有

上行空间，但指数临近4000点

心理关口，“冲关” 之际或有

反复。

利好叠加 新疆城建涨停

□本报记者 叶涛

近期新疆相关部门强调

要推进工业持续发展、 重视

抓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项目。 该利好与正在发酵

的央企合并、 混合所有制改

革迅速“擦出火花” 。 受此影

响， 包括北新路桥、 西部建

设、 天山股份在内的新疆上

市公司近日表现强势， 其中

新疆城建昨日加速上涨，盘

中强势触及涨停。 至收盘时，

每股报15.81元。

在前两日连续阳线报收

的基础上，新疆城建昨日以

14 .60元小幅高开， 上午 10

时30分前横盘整理 ，之后快

速拉升将涨幅锚定在 5%一

线 ，上午收盘前受大额买单

激发，股价直线上扬 ，迅速

封上涨停并维持至收盘。 K

线图上看，3个交易日来该

股接连突破多条均线 ，至昨

日收盘时已经与半年线比

肩而立。

足球改革助力 中体产业涨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受益于足球改革， 昨日体

育产业概念股表现抢眼， 其中

中体产业强势涨停， 突破多条

均线的密集压制。

中体产业早盘小幅高开

后，震荡上行，此后维持高位

震荡， 尾市成交额突然放大，

股价快速拉升，封死涨停板至

收盘，尾盘报收于29.33元。 值

得注意的是，中体产业昨日成

交额为29.02亿元， 较此前有

所放大。

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8

月17日下午在国家体育总局

举行，《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

革方案》正式对外公布。 中国

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 调整改

革后的中国足协既是团结全

国足球组织和个人共同发展

足球事业、具有公益性质的社

会组织，又是根据法律授权和

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

具有公共职能的自律机构，承

担了体育部门在足球领域的

管理责任。

分析人士指出， 在体育产

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背景

下， 足球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

的体育项目， 更是作为战略的

突破点来抓。 按照中国体育产

业2万亿元市场空间计算，足球

产业的市场空间在8000亿元以

上。市场人士表示，资本市场今

年以来对足球产业发展动向极

为敏感， 短期中体产业料将保

持强势。

梅雁吉祥连续7涨停

□本报记者 叶涛

昨日梅雁吉祥连续第7个

交易日涨停，最终收盘9.85元。

与8月7日4.95元的开盘价相

比，每股上涨4.90元。而该股年

初 以 来 涨 幅 更 是 高 达

167.66%。

昨日， 梅雁吉祥小幅低

开，开盘价报9.32元，不过之

后股价快速拉升， 短短十几

分钟便封上涨停， 此后再未

打开。 从龙虎榜数据看，近期

做多梅雁吉祥的主要是各路

游资， 如华泰证券成都蜀金

路营业部、 银河证券绍兴营

业部。

消息面上， 梅雁吉祥公

司8月3日晚间公告称， 截至

2015年7月31日，法人股东证

金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982.68 万 股 ， 占 总 股 本 的

0.52%， 为目前公司第一大

股东。

随后游资迅速 “接手” ，

在梅雁吉祥公司主营业务、经

营业务并未发生明显改变的

情况下，大举买入该股。 数据

显示，8月4日-17日梅雁吉祥

累计换手率达到183.59%，期

间龙虎榜上无论买入还是卖

出席位，均未出现机构专用席

位的身影。 分析人士认为，短

期冲高之后调整风险亦在快

速聚集。 特别是昨日涨停的同

时，该股成交额骤减39.42%，

建议投资者落袋为安，切莫盲

目追高。

多头情绪稳步回升 交割日料平稳

□本报记者 叶斯琦

“离20日还有两天， 索性再

玩一玩，20日就要正式停仓了。 ”

昨日收盘，投资者刘先生如是说。

在刘先生看来， 随着21日期指当

月合约交割日渐近， 及时减仓是

较为稳妥的选择。

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当前三

大期指依然对现货保持贴水状

态， 但是远月与近月合约的价差

已有所收敛， 说明部分多头资金

开始关注前期价差较大的远月合

约， 因此当前市场存在一定跨期

套利机会。此外，由于近月合约与

现货直接基差已有所回归， 且部

分资金已提前开始移仓换月，因

此预计期指在交割日不会出现较

大波动。

三大期指“分道扬镳”

昨日， 三大期指走势明显分

化。 沪深300期指低开低走，盘中

震荡上扬趋势， 收盘勉强守住五

日均线，收十字星；上证50期指

低位震荡， 最终收五连阴； 中证

500期指则是震荡上行，实现“三

连涨” 。

截至收盘，沪深300期指主力

合约IF1508下跌6点或0.15%，报

收于4003.8点； 上证50期指主力

合约IH1508下跌43点或1.69%，

报收于2502.6点；中证500期指主

力合约 IC1508大涨 244.8点或

2.91%，报收于8659点。

成交方面，IF1508和IC1508

成交量分别下降-9.05%、-1.85%

至 166.13 万 手 、11.45 万 手 ，

IH1508 成 交 量 上 升 1.83% 至

19.88万手。

谈及三大期指昨日“分道扬

镳” ，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员彭博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昨日权重

板块继续疲弱，保险、银行板块连

续下挫， 部分保险股和银行股甚

至创下近两月新低。 金融权重的

低迷严重影响了IH走势。 IC走强

主要是因为受到国企改革和部分

题材股上涨的影响， 昨日国企改

革和传媒、 环保等题材股及二线

蓝筹股走势较强， 这都导致IC走

势强于IH和IF。

此外， 银建期货分析师张皓

补充指出，当前中证500期指合约

做空保证金高达30%， 在多空双

方资金杠杆比例不对称情况下，

多头资金更容易占据市场优势，

所以也加剧了上证50期指弱于中

证500期指的情况。

套利机会可期

期现价差方面， 昨日期指贴

水继续呈现分化的局面，IF1508

和 IH1508贴水进一步扩大为

74.07点、47.87点，而IC1808由于

表现强势 ， 贴水幅度缩小为

161.46点。

值得注意的是， 本周五（21

日） 期指当月合约将迎来交割

日，当前的基差水平，是否蕴含套

利机会？

对此，彭博认为，本周五交

割， 目前贴水幅度仍较大，证

券、 银行和保险板块已经在底

部位置，难以大幅下跌，概念板

块也相继走强， 上证指数在

4000点以下已经震荡蓄势达5

天，指数下跌概率较低，本周震

荡上扬行情可期。 因此，期指目

前仍有较大套利空间， 如果贴

水幅度仍保持在目前的水平 ，

将会有套利资金入场做多股指

期货，抹平贴水。

“‘交割日效应’ 指的是利

用交割日期间通过打压期指，引

导现货下跌的现象。目前来看，由

于指数底部基础扎实， 期指也大

幅贴水， 利用打压期指引导现货

下跌操作难度较大， 因此预计本

周交割平稳， 不会出现大幅波

动。 ” 彭博说。

展望后市，张皓认为，当前权

重股表现疲弱并且成交量持续萎

缩， 资金主要关注重点还是在热

点题材和概念炒作上， 因此预计

后市上证50期指与沪深300期指

表现将继续弱于中证500期指合

约， 主力资金对后市行情能够持

续上涨的信心不足， 因此在基差

没有恢复到升水之前， 市场还将

以区间震荡为主。

锦泰期货期指分析师余康

俊则认为，IC强于IF、IH， 显示

市场人气开始回暖， 成交量上

深圳强于沪市， 国企改革相关

消息即将落地， 市场题材不乏

操作空间， 指数继续上行为大

概率事件，成交量放大之后，则

需考虑风险， 目前可继续逢低 做多。

■ 机构看市

空头主力大幅减持

□本报记者 叶斯琦

昨日， 三大期指均呈增仓态

势。沪深

300

期指持仓量增

3521

手

至

106378

手， 上证

50

期指持仓量

增

3373

手至

31619

手， 中证

500

期

指持仓量增

1451

手至

21015

手。 持

仓量上行， 显示期指多空参与热

情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沪深

300

期指主力合约

IF1508

中，主

力大幅减持空头头寸， 空头前

20

席位中有

14

个席位出现减

持，累计减持空单数达

3088

手。

相比之下， 多头前

20

席位仅累

计减持多单

313

手，多空对比明

显。 空头主力逐步减仓，预示

IF

短期走强概率大增。 考虑到

IF

目前仍贴水， 投资者可以继续

做多

IF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

前多头主力持仓比例还是低于

空头， 表明主力资金对于后市

持续上涨的信心依然不足，行

情容易出现较大震荡。

相比之下，中证

500

期指和上

证

50

期 指多空变动相当 ，在

IC1508

合约中， 多空前

20

席位分

别减持

87

手和

1

手，在

IH1508

合约

中， 多空前

20

席位分别增持

1512

手和

1614

手。

瑞达期货： 突破

4000

点是大

概率事件， 可以依据沪指

3900

点

附近对应点位轻仓做多

IF1508

、

IC1808

， 相应在沪指

4200

点附近

逢高减仓， 并适时关注移仓换月

的影响，宜日内操作为主。

金汇期货： 从价格走势来

看， 目前沪深

300

指数依然维持

小平台震荡， 而中证

500

指数则

出现突破走势。 操作上，

IF

合约

上的多单如果已经离场，则暂时

采取观望策略，待小平台有所突

破后再行跟进；

IC

合约可以依托

8180

点为止损，在

1509

合约上建

立多单。

广州期货： 昨日沪指再次考

验

3900

点支撑，

3900

点支撑力度

明显，上冲

4000

点整数位，两市量

能进一步释放， 连续几日处于

1.2

万亿左右； 短期可继续关注国企

改革主题， 并关注本周五三大期

指的交割，

IC

贴水幅度较大，可积

极关注基差收窄，寻找做多

IC

、

IH

机会， 可继续持有多

IC

空

IH

主力

合约的套利策略， 同时应注意仓

位控制。（叶斯琦整理）

融资净买入实现“六连阳”

□本报记者 叶涛

近期股指震荡上扬， 在主题

投资领涨主线不变的格局下，场

内热点有效扩散，带来一轮持续

性较强的财富效应。 风险偏好较

高的融资资金近期看多预期持

续提升。 wind数据显示，最近六

个交易日两市融资净买入额持

续为正，最新两融余额已经从一

周前1.317万亿元增长到1.378万

亿元。

资金积极入场

据wind数据统计， 上周五市

场融资买入额环比增长150亿元

左右，达到1458.75亿元；融资偿还

额则录得1404.92亿元。至此，当天

市场共计获得53.83亿元融资净买

入额， 两融余额进一步增长至

1.378万亿元。

事实上，自8月6日沪深两市

单日成交额萎缩至不足7000亿

元阶段性新低开始，以融资为代

表的场外增量资金便积极做多，

使得区间融资净买入额每日皆

为正值 ， 最高时如 8月 10日达

229.73亿元， 最低时如8月12日

也有45.37亿元；8月 7日-14日

两市融资净买入额呈现 “六连

阳” ， 两融余额阶段获得691亿

元资金的“净流入” 。

单日融资买入额方面，也呈

现加仓热度升温、博弈力度增强

迹象。 如8月7日市场融资买入

额不足1000亿元，仅为999.79亿

元， 显著低于年内以及3个月来

日平均水平，不过之后该指标迅

速走高， 近5个交易日来大体稳

定在1300亿元附近，近3个交易

日来更呈现连增趋势。 融券方

面，至上周五收盘时，融券余额

报31.34亿元， 环比下滑1.21亿

元，为8月7日以来次低。

8月7日至今， 伴随场内热点

从中小盘成长切换至主题投资，

市场做多热情爆发， 两市成交额

整体上移，热点概念遍地开花，包

括融资在内的场外增量与指数走

势配合良好， 正反馈效应再领A

股。 分析人士认为，“盘中调整+

碎步上扬” 将是阶段指数表现的

主特征， 后市大盘中枢还有进一

步上升的空间。

主题轮动 行情稳固

从融资布局重点来看，随同行

业板块轮动上扬，市场每日融资净

买入重点也在迁移。 总体而言，受

益国防军工、一带一路、央企合并

等主题投资的权重品种仍是近期

融资客关注焦点，每日融资净买入

额居前板块始终在上述品种中轮

动领跑。

wind数据显示，28个申万一

级行业中，上周五获得融资净买入

的有22个， 金额居前的是非银金

融、房地产、化工、农林牧渔板块，

分别为6.88亿元、6.69亿元、6.31亿

元、5.93亿元，传媒、公用事业、电

气设备板块融资净流出金额较大，

具体为2.66亿元、2.48亿元和2.13

亿元。

一周来每日获得融资净买入

的板块数量大体相当， 均维持在

24个上下。 但需要注意的是，每日

领跑板块却有所不同， 如上周一

净买入金额居前的是非银金融、

国防军工和建筑装饰； 上周二金

额最大的则是机械设备、 有色金

属、计算机；上周五则再度切换至

非银金融、房地产，与场内行业热

点更迭保持大体相同逻辑。 而且

“耐人寻味” 的是，上述净流入金

额居前板块始终在周期性板块内

部轮动，显示资金博弈“主战场”

是近期政策利好突出的权重板

块。 分析人士认为，上述板块后市

还将受到“风口” 催化，短期主题

轮动受捧的融资格局就不会变。

钱紧+股涨 期债回撤等待买点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在增量资金流入放缓的同

时，短期流动性出现趋紧势头，加

剧债券市场的获利回吐。 17日，国

内债券市场走弱， 现券利率普遍

小幅上行， 国债期货各合约全线

收跌。 市场人士指出，考虑到经济

偏弱、货币政策难紧，债市仍不具

大幅调整风险， 收益率若出现超

调则是介入机会， 国债期货未改

变区间震荡格局。

腹背受敌 债市调整

17日， 国债期货市场全面走

弱，五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期货各合

约纷纷下跌0.22%至0.34%不等。

统计显示，昨日五年期和十年期两

品种的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均有

所上升，但持仓量双双下滑，主力

合约减仓的情况比较明显。除了受

主力资金移仓影响，持仓量下滑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交易情

绪的降温。

国债现货方面，昨日银行间债

券市场收益率整体小幅上行，短端

1年期国债、 长端7年期和10年期

国债收益率均上行2基点左右，中

等期限的3年和5年品种则持稳。

自上周以来，债市收益率重现

上行，尤其是短端利率上行比较明

显，凸显出债市调整背后的流动性

因素。 近几日，货币市场流动性出

现一定的收紧迹象，隔夜利率在连

续温和上行一个月后，供需情况愈

发吃紧，且进一步向其他期限资金

蔓延。

17日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

上，全天多数时候流动性仍较为紧

张，尤其是隔夜资金，在早盘开盘

后除政策行有较稳定供给外，其他

大行融出情况没有明显改善，市场

因此积压了大量融入需求，到临近

收市时紧张局面才有所缓解。全天

隔夜加权利率再涨 3.59基点至

1.72%。 7天及以上期限资金供给

则有所改善，分流了部分需求，从7

天到1个月资金成交量均有所增

加，利率水平基本持稳。

在流动性偏紧的同时，近期权

益市场展开连续上行修复，赚钱效

应刺激市场人气有所恢复，对债市

行情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8月6

日，A股市场震荡回升， 上证指数

累计上行300点左右，期间题材表

现活跃、板块有序轮动、成交渐趋

上升， 显示市场情绪初步得到修

复。 市场人士认为，伴随股市逐渐

恢复正常波动，避险资金流向债市

的势头放缓，助长了债市交易户兑

现前期获利的冲动。

区间震荡格局不变

分析人士认为，债市收益率下

行已告一段落，短期大概率转向震

荡格局，受流动性趋紧和股市企稳

影响，收益率有继续回调上行的风

险，但偏弱基本面圈定利率波动区

间，债市仍不具大幅调整风险。

短期来看，流动性和股市行情

仍是债市波动的主要来源。近期流

动性趋紧既是供需边际变化的体

现， 也受到市场情绪波动的影响。

由于前期流动性持续平稳宽松，资

金利率处于较低位置，助长了债券

市场加杠杆套息操作，对质押融资

的需求十分旺盛。 同时，央行货币

政策暂时步入观察期，主动投放流

动性有所减少，且外汇占款增量明

显下降。 综合供需因素看，短期流

动性确有一定的收敛压力。近期人

民币汇率迅速调整，引起了对外汇

资金流出的担忧，市场情绪因素也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短期流动性

的收紧。

前期股市剧烈波动背景下，资

金在大类资产间的再配置是支撑

债券收益率快速下行的一条重要

逻辑。 如今权益行情逐渐恢复正

常，至少会在边际上减少债市增量

入市资金，特别是当前信用债利差

极低，行情已难以为继。

分析人士指出， 短期央行货

币政策操作有待明朗， 债市不确

定性犹存， 在此期间不妨保持观

望， 等待收益率上行后的介入机

会，前期获利资金可适当了结。 毕

竟目前利率水平较低， 债市本身

有局部泡沫化迹象， 唯有调整才

能修复投资价值。

认沽期权隐含波动率整体高于认购期权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价格低开

震荡影响，昨日50ETF认购期权合

约价格普遍下跌，而认沽期权合约

价格普遍上涨。 截至收盘，平值期

权合约方面，8月平值认购期权

“50ETF 购 8 月 2550” 收 盘 报

0.0330 元 ， 下 跌 0.0235 元 或

41.59% ；8 月 平 值 认 沽 期 权

“50ETF 沽 8 月 2550” 收 盘 报

0.0831元，上涨0.0201元或31.9%。

波动率方面，周一认购和认沽

合约隐含波动率走势分化，认购合

约隐含波动率整体小幅回落，认沽

期权隐含波动率整体回升。其中，8

月平值认购期权 “50ETF购8月

2550” 隐含波动率为19.73%；8月

平值认沽期权 “50ETF� 沽8月

2550”隐含波动率为49.28%。

“近几日，50ETF走势明显弱

于大盘，且成交量持续低迷。 期权

市场上，认沽期权成交较为活跃带

动PCR（看跌看涨期权比率）不断

上涨。 隐含波动率方面，认沽期权

隐含波动率整体明显高于认购期

权，并有继续上升之势。 从这些数

据来看，市场信心仍然明显不足。”

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示。

对于后市，刘瑾瑶表示，在趋

势性行情尚未成形的当下，建议继

续使用价差策略或者卖出跨式策

略。 由于下周三（8月26日）8月期

权合约将到期。投资者可以在本周

布局结算周策略———神机妙算策

略。 该策略的要点精髓是：在每个

合约结算日前，利用时间价值几乎

已耗尽的特性， 用买入认购/认沽

期权来替代现货/期货买卖， 抓住

结算行情。 入场时点：在每个合约

结算前几个交易日。 具体操作：情

形一：若行情偏多时，以买进认购

期权代替买进现货；情形二：若行

情偏空时，以买进认沽期权代替卖

出现货。 通常情况下，推荐投资者

购买虚值期权，但在结算日临近前

可以考虑买入平值或者实值期权。

这是因为在到期日前几个交易日

平值和实值期权的时间价值已经

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