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8月18日，上证50ETF现货报收

于2.410元，下跌5.42%。 上证50ETF

期权总成交190919张,�较上一交易

日增加30.48%，总持仓363103张，较

上一交易日增加1.91%。

认沽认购比为0.96 (上一交易

日认沽认购比为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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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6 13818 -82.94

50ETF

购

8

月

2450 9943 4954 -84.71

50ETF

购

8

月

2600 7780 8142 -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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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1 11616 141.59

50ETF

沽

8

月

2550 8633 7304 128.52

50ETF

沽

8

月

2600 8238 4654 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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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 481.82 -88.90 6706 6585

50ETF

沽

8

月

2400 374.68 -69.13 6950 7679

50ETF

沽

8

月

2450 247.60 -45.68 7525 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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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90.10 16.62 7780 8142

50ETF

购

8

月

2450 -84.71 15.63 9943 4954

50ETF

购

8

月

2650 -83.74 15.45 3269 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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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方点到即止 后市依然偏暖

昨日沪深

300

期指主力

IF1508

合约上，上演了多空“大撤退”的

场景。 该合约前

20

席位中，空方累

计减持空单高达

6057

手， 减持空

单最多的是持仓量位居第二的中

信期货席位（减持

1595

手），位居

第三位的海通期货席位 （减持

1108

手） 和位居

16

位的兴证期货

席位（减持

1482

手）。 而空头第一

席位国泰君安期货席位同日也减

持

868

手空单，凸显了空头落到为

安、见好就收的操作特点。

昨日大跌中，

IF1508

合约上的

多单也大幅减持了

4175

手， 减持最

多的是南华期货席位， 减持多单量

达

3148

手；其次是光大期货席位，减

持

1237

手。 但持多单量位居第二位

的永安期货席位昨日还逆势增持多

单

1299

手，显示多头阵营出现分歧。

而代表中小盘走势的中证

500

指数期指则出现空头大撤离

现象， 主力

IC1508

合约空头前

20

席位昨日单日合计减持

1170

手空

单， 而多单在昨日的下跌过程中

也减持了

710

手。

综合上述持仓数据分析，投

资者对于市场后市整体依然看

好， 无论是对蓝筹股还是创业板

后市， 空方并没有十足把握一定

会继续回调， 因此策略上点到即

止，随时获利了结、并不恋战。 目

前多方实力依然强于空方， 市场

氛围整体依然偏暖， 但

4000

点关

口突破仍待时日。（王朱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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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看市

4000点压力犹存 期指冲关需时日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在上证指数持续反弹并逼

近4000点之际， 昨日市场突然

再现深幅调整，各主要指数跌幅

均在6%以上。 自7月9日反弹以

来， 市场两度在4000点关口折

戟。这一整数关口的压力正在无

形中考验着投资者的信心和耐

心，该点位能否有效突破，也愈

发成为后市方向选择的关键指

标之一。

昨日股指期货市场也伴随

现货指数出现大幅回调， 其中

中证500期指除当月合约外的

三个合约均告跌停。 不过股指

期货方面尾盘出现了一些积极

信号，沪深300指数和上证50指

数尾盘出现反弹， 其中上证50

期指反弹力度尤大， 显示期指

投资者对蓝筹股护盘存在一定

信心。

区间震荡

昨日， 沪指创三周最大跌

幅，沪深两市超过1500只个股跌

停。 截至收盘， 沪指报3748.16

点，跌幅6.15%，成交额7225亿

元； 深成指报12683.9点， 跌幅

6.56%，成交额6673亿元；创业

板报2504.17点， 跌幅6.08%，成

交额1371亿元。

这一幕容易令投资者联想到

“7·27” 大跌，同样是在十多个交

易日持续反弹之后，突然重挫；也

同样是在4000点关口附近的冲关

失利。

昨日下跌中，国防军工以及

前期表现强势的国企改革概念

股领跌。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

有消息称国企改革方案即将出

台， 前期强势上涨的国企改革

股面临利好兑现压力， 资金出

逃导致上述板块领跌， 叠加投

资者对4000点阻力位的担忧 ，

从而导致市场出现大规模的资

金出逃。

“近期市场基本处于区间震

荡行情，区间顶部压力就在4000

点附近， 尤其是在7月27日4000

点附近的跳空下跌再次证明了

4000点的巨大阻力。 上周至本周

一的连续上攻4000点，但市场成

交量却没能有效放大， 而前期市

场主力热点国企改革类股票今日

率先跳水， 对市场造成较大的杀

伤力。 ” 南华期货分析师刘少杰

分析道。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

助理程小勇认为， 从当前股市

表现来看 ，4000点压力位难以

突破， 这主要和当前股市反弹

没有业绩上升的配合有关。 股

市依旧停留在热点炒作和概念

炒作上面， 其中近期国企改革

是股指持续反弹的最主要驱动

力。 在当前环境下，货币政策层

面进一步释放流动性面临压

力， 流动性很难成为股市向上

突破的主驱动力。

尾盘反弹有何玄机

昨日股指期货尾盘， 沪深

300期指和上证50期指双双出

现反弹， 而中证500期指则维

持弱势。 对此，刘少杰认为，就

现货指数而言 ， 沪深300指数

和上证 50期指本身代表了权

重股， 而中证500指数代表中

小板块股票 ，盘中三个指数均

出现较大跌幅时 ，但尾盘沪深

300期指和上证50期指出现一

定幅度的反弹，这或许是市场

预计国家队将继续买入权重

股护盘， 避免指数大幅回落 ，

而代表中小板块指数的中证

500期指基本没有反弹 , 意味

着短期内投资者对中小盘股

走势仍有担忧。

“短期看 ， 市场还在处于

横盘震荡行情。 就上证指数而

言 ， 震 荡 区 间 基 本 维 持 在

3600-4000点之间 ， 目前还看

不出未来将要突破的方向。 ”

刘少杰表示， 就股指期货而

言， 目前主力合约 IF1508基本

维持在 3560-4100点的区间内

反复震荡， 还没有走出单边趋

势性行情。 对于这样的震荡行

情 ， 要采取逆势交易策略 ，所

谓逆势策略就是在区间顶部做

空， 底部做多， 但要注意控制

仓位， 一旦突破区间顶底的时

候要及时止损。

对于未来走势，程小勇认为

将维持区间震荡， 目前股市估值

很难回到5000点时的高位， 短期

下行风险仍然存在， 但救市资金

的存在会让股市回撤更加平稳，

期指策略上， 建议做期指间的套

利更为合适。

中信期货：周二大盘出现明显

跳水走势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

是市场信心不足，券商相继恢复融

券也加重市场担忧，统计数据显示

本轮大跌导致大量的中大户消失，

引发市场对后续资金的担心；还有

交割临近，近月合约巨大的贴水暗

示投资者对

9

月行情不太乐观的预

期。 同时大盘连续

5

天的窄幅盘整，

始终无法攻破上方阻力；叠加众多

压制因素，市场选择了回调。 从收

盘数据看， 沪深

300

期指和上证

50

期指贴水继续收敛，说明蓝筹存在

抗跌性， 而中证

500

期指贴水继续

扩大，说明调整空间犹存。 市场仍

然处于区间震荡格局中， 沪综指

3537

点仍将是较强支撑， 即便跌

破，

7

月低点

3374

点跌破的概率还

是偏低，所以短线可能仍存在调整

压力，但不宜过分悲观。

银河期货：昨日股指大跌，国

企改革概念股领跌，

1500

多只股

票跌停， 三个期货指数均大幅下

跌。 原因在于：一方面，国企改革

概念炒作暂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

近期反弹力度较大， 继续上冲面

临前期巨大的压力位， 但上方面

临大量套牢盘。 昨日大跌，热点涣

散，缺乏新的热点聚集人心，短期

仍有走弱可能。 （王朱莹整理）

中国宝安复牌一字涨停

中国宝安8月17日晚公告

称， 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宝安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宝

控股” ）8月16日与东旭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东旭集团” ）签

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中宝

控股拟将其持有的宝安地产

7039万股股份（占宝安地产总

股本的15%） 以协议转让方式

转让给东旭集团， 每股转让价

格为17元， 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11.97亿元。 如果交易成功，预

计可产生8.2亿元左右的收益。

在此消息的刺激下， 昨日

中国宝安复牌即一字涨停，截

至收盘报11.75元， 日涨1.07元

或10.02%， 对沪深300指数的

贡献为0.59%。该股昨日成交额

仅为5074万元， 显示投资者惜

售情绪浓厚。

中国宝安表示， 本次拟出

售宝安地产股权是为了进一步

贯彻落实公司“建设一个以新

材料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集团”

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集中资源发展

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企

业；同时有利于改善本公司财

务结构，提升盈利水平。 招商

证券认为， 公司退出地产、转

战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

业的重大转型战略完全顺应中

国经济转型的发展潮流，公司

多元化转型完全既具备前瞻

性， 同时又具备巨大的盈利空

间。 （王姣）

内蒙君正放量涨停

8月18日，内蒙君正以净流

入14.47亿元居当日两市净流

入首位。从盘面上看，昨日内蒙

君正高开高走，不到10：00即放

量涨停，此后涨停板数度开合，

但强势不改， 最终以涨停价

14.62元收盘， 日涨幅10.01%，

对 沪 深 300 指 数 的 贡 献 为

0.5%。值得注意的是，该股昨日

成交活跃，日成交额高达40.59

亿元，是前一交易日的4倍多。

消息面上，内蒙君正17日

晚发布了关于修订及补充披

露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公告，根据公司2015

年7月15日实施完成的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修订了发

行价格；还修订了发行股票数

量、募集资金金额、募投项目

使用金额等。 根据公告，公司

原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00000万元， 现改为不超过

490000 万 元 ； 原 计 划 将

500000万元用于鄂尔多斯君

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现改

为拟使用290000万元；同时拟

继续将200000万元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

从经营业绩来看， 内蒙君

正201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23.22亿元， 同比减少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94亿元，同比下降3.02%。

分析人士指出， 总体来看，公

司盈利水平和盈利规模继续保

持行业领先水平。 公司目前参

股的天弘基金、 乌海银行、国

都证券等为公司带来投资收

益。 同时公司积极推动华泰保

险股份收购事宜，有助于进一

步增强综合竞争力与抗风险能

力。 （王姣）

双鹭药业成交放量

受益于我国加快创新药审

批的利好消息提振， 昨日双鹭

药业逆势上涨0.80%， 每股报

38.90元；值得注意的是，昨日

该股成交额创历史天量， 达到

21.02亿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相关负责人18日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药品医疗器

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有关情

况。 并表示“创新必须鼓励，现

在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 ，药品的创新必须鼓励和支

持，这次改革的意见当中，对创

新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些支持

和鼓励的措施， 在目标里面就

明确提出来，鼓励创新，加快创

新的审评” 。

双鹭药业昨日以39.00元

小幅高开，早盘持续围绕平盘

展开整理，上午11时过后迅速

冲高， 但午后受大盘跳水拖

累，股价震荡下行，直至尾盘

阶段， 随着大额买单涌现，股

价大斜率拉账， 最终顺利翻

红。 K线图上，双鹭药业在盘

中破位的不利情况下昨日仍

顽强收复60日均线。考虑到昨

日大盘巨幅震荡， 重归弱势，

建议投资者继续持有此类政

策受益确定性强品种的融资

仓位。 (叶涛)

发布员工持股计划

广誉远逆市涨停

停牌半个多月的广誉远于

8月18日晚间公布了员工持股

计划，昨日复牌后，股价一字涨

停，报收于36.17元，成交额仅

为2146万元。

广誉远8月17日晚间公告，

拟推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对象

不超过120人，筹集资金总额上

限为2500万元，设立后委托日

信证券广誉远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进行管理， 并认购其次

级份额。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

额上限为7500万份， 按照2:1

的比例设立优先级份额和次级

份额。

分析人士指出，在市场大

幅调整的背景下，具备业绩支

撑， 估值具有安全边际的品

种， 往往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广誉远是精品中药生产和销

售企业，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44.89%， 实现

净利润同比增长86.11%，本次

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有望提

升公司凝聚力，对公司股价构

成支撑。 从复牌首日筹码的锁

定度来看，投资者惜售情绪较

为浓厚，并没有受到市场调整

的影响，短期该股料将保持强

势。 (徐伟平)

华泽钴镍复牌涨停

停牌一个多月的华泽钴镍

于8月18日发布了对外投资的

公告。 昨日复牌后该股跳空高

开，封住涨停板，尾盘市场出现

大幅调整，涨停板一度打开，但

随后便有资金涌入， 尾盘再度

封死涨停板， 报收于22.63元。

值得注意的是， 华泽钴镍昨日

的成交额为10.13亿元，较此前

有所放量。

公司发布公告称， 华泽钴

镍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

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筹资建设印尼

(中国) 镍基新材料项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

公司委托关联方陕西星王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筹资建设镍基镁

基新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

事前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分析人士指出， 公司产业

升级的重大投资布局是实现战

略转型的重大举措， 公司按照

“资源+技术+服务” 发展道

路， 充分调动各项资源和积极

要素，对公司构成利好，但值得

注意的是， 复牌首日华泽钴镍

面临的抛压较重， 筹码锁定度

一般， 短期连续上涨的难度较

大。 (徐伟平)

利用好认沽期权

□本报记者 马爽

“有了期权，投资者就拥有进

可攻，退可守的投资利器。 ”光大

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示。

截至收盘，8月平值认购期权

“50ETF购8月2400” 收盘报0.0312

元，下跌0.1347元或81.19%；8月平值认

沽期权“50ETF沽8月2400”收盘报

0.0750元，上涨0.0592元或347.68%。

市场大跌到时恐慌情绪再

起， 随之而来的是期权隐含波动

率的大幅上涨。 周二，8月平值认

购期权 “50ETF购8月2400” 隐

含波动率为16.67%；8月平值认沽

期权“50ETF沽8月2400” 隐含

波动率为53.5%。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昨日

50ETF价格再度出现大跌， 今日

上交所将加挂8月、12月和2016

年3月的实值认购期权和虚值认

沽期权， 以确保每个到期月份上

至少有一个平值， 两个实值和两

个虚值合约。

针对持有50ETF或打算买入

50ETF的投资者，刘瑾瑶建议构建

保护性认沽策略，即利用认沽期权

为自己的现货部分进行保险。 相比

于直接卖出50ETF避险，保护性认

沽策略有较大优势。 因为该组合在

50ETF价格暴跌时可以控制损失；

在股市反弹时， 仍保留盈利机会，

即投资者不必因为抛掉股票后痛

失获利机会而懊恼。

融资余额稳增难持续

□本报记者 张怡

自8月7日以来， 两融余额

不再围绕 1 .3万亿元关口上下

波动，恢复了稳定增长态势，截

至 8 月 17 日 沪 深 两 融 余 额 为

13927 .92亿元， 环比上周五提

升了近150亿元， 距离1 .4万亿

元仅一步之遥。 不过本周二市

场大幅调整， 前期涨幅较高的

板块也成为资金撤离重灾区 ，

或意味着融资短线撤离， 融资

余额也将由此再度回落。 周一

苏宁云商获得逾36亿元融资买

入，昨日亦是表现坚挺，周二的

融资资金动向将对挖掘新的热

点有帮助。

两融余额连续增长

据wind数据，8月7日以来两

融余额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稳步增

长，从8月6日的13088.05亿元增长

至了8月17日的13927.92亿元，日

均增长逾120亿元。 作为推升两融

余额的主力，融资余额在8月17日

为13892.30亿元，环比上周五提升

了143.77亿元。

从明细数据来看，两融参与者

的谨慎情绪升温。融资买入额在周

一为1455.03亿元， 相较于上周五

小幅下降； 而且融资买入额占a股

成交额的比重为12.27%， 在近期

仅次于8月10日， 处于相对高位。

同时，融券余额环比提升了4.28亿

元至35.62亿元， 这是8月4日之后

的最高值。

行业方面来看，8月17日28个

申万一级行业均获得了不同程度

的资金布局。 其中，商业贸易行业

的融资净买入额度仍然最高，为

21.44亿元； 房地产和交通运输行

业紧随其后， 分别获得了19.55亿

元和19.25亿元的融资净买入。 有

色金属和公用事业行业的净买入

额也均超过了10亿元。 相对而言，

非银金融仅获得了167.59万元的

融资净买入，机械设备、休闲服务

和采掘等行业的净买入额也均未

超过7000万元。

个股来看，苏宁云商在周一获

得了36.10亿元的融资买入，由此其

融资净买入额达到了19.17亿元，遥

遥领先于其他个股，是唯一一个净

买入额超过10亿元的个股。 京东方

A、 东方航空和浦发银行的净买入

额也均超过了3亿元。 相反，上海石

化、中国中车、宁波银行等个股的

融资净偿还额均超过了亿元。

市场调整抑制融资升势

周二，A股市场在上摸4000点

之后发生较大幅度的回调，最终跌

破了3800点， 千股跌停的情形再

现。国防军工、国企改革、区域振兴

等前期涨幅较大的板块带头回落，

获利回吐是主要原因。而银行板块

跌幅最小，下跌了3.01%；轻工制

造和食品饮料行业的跌幅也较低，

分别下跌了5.14%和5.43%。 相反，

建筑装饰、休闲服务和有色金属行

业的跌幅均超过了8%，通信、国防

军工和纺织服装等13个行业的跌

幅均超过了7%。

此时，市场需要调整和充分换

手来再度积蓄上行动力。 因而，市

场前期的热点暂时难以寻求导接

盘方而难以恒强，挖掘新的热点可

以从两融市场寻找痕迹。值得关注

的是，在周一受到融资特别青睐的

苏宁云商昨日表现坚挺，长时间保

持红盘态势， 直到尾盘才回落，最

终跌幅仅为2.38%。 这种情况显示

出，融资客近期积极入驻可以作为

投资者甄选个股的一个重要指示

信号。

股债强弱互换 期债稳中求进

□本报记者 张勤峰

18日，央行千亿逆回购扶助尚有

限，短期流动性偏紧的局面仍待解，但

股市逆转近期涨势大幅走弱，令债券

市场重获避险资金的青睐。 当日，国

债期货各合约全面反弹，当季合约涨

幅较大。 市场人士指出，短期流动性

趋紧提升央行货币政策干预预期，加

上风险偏好重新下降，债市重新回归

有利格局。 不过，市场对央行总量宽

松仍存疑虑，且债券利率已不高，对短

期上涨空间不能过度乐观。

当季合约领涨

本周以来债市行情切换迅速，

在上一日全线遭遇调整后，18日国

债期货市场拨云见日，恢复全线上

行。 当日，五年期和十年期期债各

合约上涨0.05%至0.39%不等，当季

合约涨幅领先，次季和远季合约涨

幅则依次收窄。 以五年期品种为

例， 昨日当季合约TF1509上涨

0.31%。 次季合约TF1512、远季合

约TF1603涨幅各为0.14%、0.05%。

成交方面，昨日两个期限的期

债交投均有所升温。 统计显示，当

日五年期品种共成交7548手，较

上一日增加941手；十年期品种共

成交6716手， 较上一日增加510

手。 值得一提的是，十年期期债自

上市以来，市场活跃度持续稳步上

升，目前总成交及持仓规模与先期

上市的五年期品种已难分伯仲。

现券方面，昨日银行间债券市

场交投平稳，收益率窄幅波动。 据

Wind数据， 昨日国债收益率涨跌

互现，各期限收益率波动在1-2基

点，指标10年期国债持稳。

期待资金面角色“转正”

之前一段时间，股市行情波动，

引发了资金在大类资产之间的再配

置， 债券市场成为吸纳撤离股市资

金的主要阵地。 面对大量资金涌入

而高收益资金缺失， 理财等机构出

现欠配压力， 推动债券尤其是信用

债收益率快速下行， 中高等级债券

信用利差全线压缩至历史四分之一

分位数以下。 在债券交易机构普遍

积累一定浮盈的情况下，8月中旬股

市连续温和上涨， 赚钱效应带动市

场人气回升， 两融业务也重现扩张

势头， 不免让人担心前期资金向债

市搬家的势头可能减弱甚至逆转，

由此触发债券市场获利回吐， 造成

近期收益率有所上行。 市场人士指

出，短期股市行情再度走弱，至少确

认股市区间震荡格局难破， 资金大

量回流股市的风险暂时可控， 消除

了债券市场的一大隐忧。

短期来看， 资金面的作用能否

“转正” 则是债市上涨行情延续的

希望。近期短期流动性出现收紧，但

市场普遍认为， 央行不会坐视流动

性收紧不管， 无论是降成本还是防

风险， 都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

支持， 货币市场的异常波动迟早会

引发干预，也即，流动性趋紧不具趋

势性， 倘若债券收益率因资金短期

收紧而出现较明显上行反而可能造

就交易性机会。可以看到，随着本币

流动性收紧，加上人民币汇率贬值、

资金流出压力上升， 近期市场上对

于央行降准的预期有所上升。 而18

日央行逆回购显著放量， 也显示出

央行有意加大短期流动性投放力

度。后续来看，如果央行继续给予流

动性支持，资金面或重新趋稳趋松，

对债券市场将是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