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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8月27日，上证50ETF现货报

收于2.110元， 上涨8.43%。 上证

50ETF期权总成交207880张,�较

上一交易日减少9.20%， 总持仓

346582张， 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2.98%。

认沽认购比为0.57(上一交易

日认沽认购比为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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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00 16770 6230 53.98

50ETF

购

9

月

2200 15234 16859 50.50

50ETF

购

9

月

1950 13604 6828 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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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950 12979 8208 -50.44

50ETF

沽

9

月

1800 10481 6056 -61.48

50ETF

沽

9

月

2000 7572 3406 -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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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9

月

1900 122.67 14.55 3344 1165

50ETF

购

9

月

1850 106.88 12.68 4520 2167

50ETF

购

9

月

1800 95.53 11.33 9394 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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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沽

9

月

1800 -61.48 -7.29 10481 6056

50ETF

沽

9

月

1850 -58.44 -6.93 4285 2021

50ETF

沽

9

月

1900 -53.06 -6.29 4293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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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低位涨停

昨日在金融板块的强劲拉

升带动下， 沪综指强势反弹至

3083.59点，涨幅高达5.34%，沪

深300指数全日更大涨5.95%。

沪深300成分股中涨停股多达

34只， 曾经的大牛股中国中车

也在其中。昨日的大阳线，结束

了中国中车五连阴走势， 短线

阶段反弹信号出现。

去年年底至今年4月20日，

中国中车在南北车合并的预期

作用下，发动了一波大牛行情，

短短76个交易日， 累计涨幅高

达492.41%。 但6月9日的那根

大阴线正式宣告了该股进入下

行通道，截至8月25日，累计跌

幅高达69.17%， 股价回到了今

年年初水平。但昨日，该股表现

强势， 早盘高开于 10.31元

（3.18%）， 维持一段时间横盘

震荡后，伴随成交量显著放大，

股价震荡上行并封上涨停板。

截至收盘， 该股依然以涨停价

报收。

值得注意的是，该股封死涨

停板的过程中数度打开，但每次

打开都伴随成交放量，显示多头

接盘意愿较强。从整体市场走势

看，经过连续下跌之后，市场跌

势已逐步放缓，周三最低下探至

2850点后出现反弹， 显示下方

支撑力量较强。昨日在金融板块

强势拉升下，其他板块亦跟风上

涨，有助于信心修复，反弹有望

延续。 中国中车作为明星股，市

场关注度较高， 连续下跌后，抛

压已大幅减轻，预计后续仍有反

弹。（王朱莹）

中航动控从大跌到涨停

在市场回调过程中领跌的

国防军工指数，昨日扬眉吐气。

中信国防军工指数全日上涨

6.64%，在板块涨跌榜上仅次于

金融和建筑板块。成分股中，中

航动控、中航动力、中航光电和

中国重工涨停。 其中中航动控

全日上涨2.26元，收报24.81元。

中航动控昨日波动剧烈，

早盘股价最高上探至24.56元

（8.93%）附近，午后一度下探

至21.10元（-6.45%），日内振

幅高达16.45%。 最终伴随金融

板块的强势拉升而逆转颓势，

股价直冲涨停板。

展望后市， 该股预计仍有

上行空间。一方面，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临近，对

军工股具有积极的提振作用；

另一方面， 国防军工概念股近

期调整比较充分，8月18日至26

日7个交易日间， 跌幅高达

40.56%，抛压释放较为充分。当

前市场热点匮乏，金融股之外，

国防军工概念股在阅兵节点容

易再受追捧，短期仍值得关注。

（王朱莹）

利好释放 中铁二局强势涨停

昨日， 中铁二局在9.80元

高开之后横盘震荡， 上午10点

之后开始快速拉升， 短暂封住

了涨停板， 不过随后不敌抛压

打开涨停维系高位震荡格局。

下午两点， 大盘跳水使得中铁

二局压力增大，涨幅萎缩至5%

以下，不过尾盘大盘快速上攻，

中铁二局也震荡上行并封住了

涨停板。

消息面上， 中铁建东南亚

公司总经理朱锡均8月26日在

曼谷表示， 中泰铁路合作至今

已举行六轮会谈，双方拟于9月

上旬签署中泰铁路合作的政府

间框架协议， 预计10月底举行

开工典礼。相关人士表示，在此

基础上， 中泰双方还可继续加

强在港口、 机场等基础设施大

项目方面的合作。

上述项目说明 “一带一

路”正在稳步推进，而当前股市

经历过大幅调整后， 相关个股

估值已经大幅缩水。 中铁二局

从今年4月的最高点29.16元开

始节节下挫， 周三最低触及

9.53元，布局价值凸显。 后续在

“走出去” 带动下，有望成为资

金青睐的标的， 预计维系稳定

较强的格局。（张怡）

中信银行尾盘强势涨停

昨日，A股市场高开上攻，

午盘和尾盘两度跳水， 银行股

则先抑后扬， 成为重要的护盘

力量。

其中， 中信银行昨日小幅

高开， 随后一直维系横盘震荡

格局， 不过下午两点之后面对

大盘的跳水， 中信银行打破了

平静涨幅提升， 尾盘更是在大

额资金推动下快速拉升， 封住

了涨停板，最终收于6.22元。

消息面上，8月24日， 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商业银行法修

正案（草案）的议案，主要是删

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

不得超过75%的规定， 将存贷

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

监测指标。此外，央行决定，自8

月 26日起下调存贷款利率

0.25%，自9月6日起下调存款准

备金率0.5%， 额外下调金融租

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准备金

率3个百分点。 日前，公司收购

中信国金部分股份的交割刚刚

完成。

长江证券认为， 宽松的流

动性环境利好净息差， 降息利

好银行资产治理； 存贷比松绑

赋予银行资产负债灵活配置的

自由。 虽然短期内存贷比不会

大幅跳升， 但对于受该比例约

束的银行来说， 其贷款投放能

力会有实质的边际改善。

总体来看， 银行股当前估

值大幅回落， 中信银行市盈率

（TTM）仅为7.1，投资价值再

现， 而政策利好对板块形成支

撑，银行股短期内有望在护盘、

政策和估值共同作用下保持强

势。（张怡）

期指终结五连阴 短期望延续反弹

□本报记者 叶斯琦

“今天 （周四） 我在期指跳

水、大盘还没跳水的时候清仓，在

底部期指狂拉、 大盘还没动的时

候进场。” 8月27日，有期指投资者

表示，“最近看盘， 感觉期指会领

先大盘1-2分钟。 ”

昨日，期指尾盘大涨，引领现

货一并走强， 在现货收盘后的尾

盘15分钟， 期指更是出现一波拉

升。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员彭博表

示，从近期的行情来看，金融、保

险、 银行等权重股已经出现探底

回升的行情， 估值也已跌至去年

牛市初期水平， 恐慌情绪大幅缓

解， 短期A股可能出现报复性反

弹。 但沪指上方年线附近压力较

大，可能将制约反弹高度。

午盘大涨 尾盘15分钟再拉升

周三，期指监管“组合拳”

抑制市场过度投机，主力做多意

愿迅速升温。 周四，期指高开后

延续震荡态势，盘中多空博弈激

烈，午盘14时10分左右迎来一波

快速拉升，最终三大主力合约终

结五连阴。

截至收盘，沪深300期指主力

合约IF1509报收3030.8点， 上涨

206.8点或7.32%； 上证50期指主

力合约IH1509报收2034.2点，上

涨173.6点或9.33%，逼近涨停；中

证500期指主力合约IC1509报收

5928.2点，上涨360.8点或6.48%。

彭博指出， 昨日期指大涨的

主要原因在于， 经过连续下跌后

市场已逐步恢复理性， 降息降准

政策对于恢复市场信心具有重要

作用。 此外，银行、保险和证券等

金融权重板块已跌至2014年7月

牛市刚启动时的股价， 估值对于

大资金具有较大吸引力。 昨日引

领股指大涨的正是金融板块。 因

此，昨日上证50期指涨幅最大，走

势最强。

值得注意的是，现货收盘之

后的尾盘15分钟， 沪深300期指

延续升势，IF1509合约继续大涨

近40点，IH1508合约也上涨约

30点 ；IC1509合约虽然冲高回

落，但是也在15分钟内上涨了逾

85点。

银建期货分析师张皓认为，

沪深300和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

在股市收盘后15分钟内的快速上

涨，同时持仓量有所回落，表明有

部分空头资金在尾盘进行了平仓

操作， 并且多头资金对于代表蓝

筹股走势的沪深300和上证50期

指合约更加偏爱， 因此出现IC尾

盘有所回落而IF和IH表现强劲的

情况。

短线望延续强势

昨日期指走势强于现货指

数，主力合约贴水幅度大幅修复。

截 至 收 盘 ，IF1509 合 约 贴 水

174.84点，IH1509合约贴水60.52

点，IC1509合约贴水527.85点。

彭博表示， 期指变动幅度加

大主要原因在于看空和看多力量

的较量较强，特别是昨天，看空动

能仍未完全消化， 而看多动能逐

渐增长，导致多空争夺十分激烈，

期指变动幅度巨大。 这也说明短

期见底概率大增， 从尾盘情况来

看，多方力量占据优势，股指短期

可能探底回升。

量能方面，截至昨日收盘，沪

深300期指总成交量减少53496手

至181.6万手，上证50期指总成交

量减少10847手至37.3万手，中证

500期指总成交量减少3803手至

17.8万手。

对于成交量的下滑， 张皓表

示， 昨日指数大幅上涨但总成交

量没有相应提高， 说明当前股指

尚未吸引更多资金入场操作。 不

过， 当前成交量已经高于前期三

大期指日内平均成交量， 因此当

前交投已处于较为活跃状态。

展望后市，张皓表示，当前

央行再次表明货币宽松态度，并

且在连续下跌调整之后，市场估

值进一步回归合理区间，因此在

当前资金青睐大盘蓝筹股情况

下，预计短期内股指还将继续上

涨走强，并且预计作为大蓝筹股

代表的上证50期指合约将会有

更多表现。

持仓格局利于多头 涨势望延续

□本报记者 叶斯琦

8

月

27

日，沪深

300

期指总持

仓量减少

1470

手至

91448

手，上

证

50

期指总持仓量增加

1969

手

至

33029

手，中证

500

期指总持仓

量减少

465

手至

19782

手。

主力方面，昨日沪深

300

期指

出现明显的多头加仓、空头减仓的

行为。 沪深

300

期指主力合约

IF1509

合约中，多头前

20

席位累计

加仓

971

手， 空单前

20

席位则减仓

1514

手，虽然持仓整体仍呈现净空

头格局，但多空已开始出现明显转

换。 此外，国泰君安期货席位的持

仓已经呈现出明显净多头格局，该

席位近期在沪深

300

期指和上证

50

期指上都是大幅减仓空单、加仓多

单， 这表明其做多意愿逐渐增强。

国泰君安期货席位在大方向上具

有较好把握，目前动向非常值得关

注。 上证

50

期指主力合约

IH1509

中， 多空前

20

席位分别增持

1868

手、

2003

手；中证

500

期指主力合约

IC1509

中， 多空前

20

席位分别增

持

176

手、

262

手，变动相当。总体而

言，目前主力的格局利于多头，期

指短期有望延续涨势。

中金公司： 周四的绝地反弹

结束了

A

股连续的恐慌式下跌，尽

管面临众多分级基金下折被动抛

售等诸多不利因素，只要短期趋势

得到逆转，超跌反弹的动力还将存

在。预计沪指回补

3200

点一线跳空

缺口的可能性较大，随后的市场有

可能呈现来回拉锯的格局。

中州期货：昨日三大期指呈

现出全线拉升之势，

IF

、

IC

、

IH

均

大涨

6%

以上，现货方面银行、券

商等权重板块强势领涨。 当前市

场的走势暂且只能以超跌之后

的技术性反弹对待，短线来看反

弹有进一步延续的动能，但走出

“

V

” 型反转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反弹过后仍将震荡寻底，抄底仅

限日内短线。

瑞达期货：昨日沪指强势翻

红或表明市场底正在有效构筑。

虽近期有央行通过多重工具释

放流动性、外汇与外围股市扰动

性减弱、养老基金入市、七日下

跌

1000

多点孕育超跌反弹行情

等利好，但盘内波动激烈表明多

头情绪仍不凝集，上挡套牢盘承

压不言而喻，近期沪指仍将在区

间

2800-3200

点震荡。 策略上，日

内波动加剧，投资者可依靠区间

轻仓操作。（叶斯琦整理）

融资余额降至1.1万亿

融资余额7连降 53股获融资力挺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沪深两市大盘巨幅波

动， 场内活跃资金连续出现净流

出现象，谨慎情绪有所发酵。 在两

融市场上，融资余额连续7个交易

日下降， 回撤至1.1万亿元左右，

融资偿还压力逐渐释放。 8月26日

有53只股票获得融资力挺， 实现

融资净买入， 通过梳理这53只股

票不难发现融资客的两大布局方

向， 一是受益于事件性驱动的确

定品种， 二是具有较高安全边际

的股票， 这将对投资者的短线操

作提供帮助。

融资余额降至1.1万亿

近期沪深两市大盘连续下挫，

资金谨慎情绪快速升温，场内活跃

资金大举离场，一定程度上加重了

市场短期的调整幅度。作为市场上

重要的杠杆工具，融资盘面临的抛

售压力同样不容小觑，沪深两市的

融资余额自8月18日起， 连续7个

交易日下降，8月25日的融资净偿

还额更是高达852.98亿元，刷新了

7月8日以来的新高。 不过8月26

日， 融资净偿还额出现收窄，为

523.66亿元，融资余额回撤至1.11

万亿元， 连续下破了1.3万亿和1.2

万亿两大关口。 与之相比，融券余

额也出现缩减，8月26日降至30亿

元以下，为28.17亿元。

从行业板块来看，28个申万一

级行业板块均遭遇融资净偿还，休

闲服务、轻工制造和建筑材料的融

资偿还额相对较小，分别为9311万

元、4.23亿元和5.58亿元。 有20个行

业板块的融资偿还额超过10亿元，

11个行业板块的融资偿还额超过

20亿元，传媒、计算机和非银金融

的融资偿还额居前，分别为28.66亿

元、30.80亿元和54.30亿元。

从个股来看， 昨日仅有54只股

票获得融资净买入，15只股票的融

资净买入额超过3000万元，7只股

票的融资净买入额超过5000万元，

其中城投控股和北京银行的融资净

买入额超过亿元，分别为1.15亿元和

1.06亿元。 在出现融资偿还的710只

两融标的中， 宝钢股份的融资偿还

额最大，超过10亿元，达到10.47亿

元，中信证券、中国重工、海通证券

的融资偿还额均超过5亿元，分别为

8.60亿元、8.02亿元和5.87亿元。

53股获融资力挺

虽然沪深两市遭遇融资偿还潮，

但仍有53只股票获得融资力挺，逆市

获得融资净买入。由此不难发现融资

客的两大布局方向，这将对于后市投

资者的短线操作思路有所帮助。

一是受益于事件性驱动的确

定品种。周二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通知，决定自8月26日起，下调金

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

分点，同时自9月6日起，下调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

分点。“双降” 直接利好租赁、地

产、金融等板块，不难发现，融资净

买入居前的品种中， 如以北京银

行、中粮地产为代表的“双降” 受

益品种成为融资客主攻的重点。

二是具有较高安全边际的品

种。 刨去银行、地产等板块后，不难

发现，医药股是当日融资客买入最

多的品种。 益佰制药和复星医药的

融资净买入额更是超过千万元，分

别为3009万元和1076万元。医药股

的估值已经回归到合理区间，复星

医药的市盈率不足20倍，益佰制药

的市盈率也仅为30倍，医药股具有

稳定的收益， 且估值具有安全边

际， 自然成为融资客布局的重点，

与医药股相似的商业贸易、家用电

器等具有安全边际的股票融资净

买入额较多。

认购期权普遍回升

可尝试构造认购价差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价格大

幅反弹带动， 昨日50ETF认购

期权合约价格普遍回升， 认沽

期权合约价格普遍下跌。 截至

收 盘 ，9 月 平 值 认 购 合 约

“50ETF购9月2100” 收盘报

0.1110元， 上涨 0.0423元或

61.57% ；9 月平值认 沽 合 约

“50ETF沽9月2100” 收盘报

0.1931元， 下跌 0.1287元或

39.99%。

标的价格回升继续缓解恐

慌情绪， 昨日期权隐含波动率

整体大幅回落。 但认沽期权合

约隐含波动率整体仍高于认购

期权隐含波动率。 其中，9月平

值认购合约 “50ET 购 9 月

2100”隐含波动率为44.79%。9

月平值认沽合约 “50ETF沽9

月 2100” 隐 含 波 动 率 为

86.21%。

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也

表示， 在一系列救市措施提振

下，昨日各大指数高开高走。在

前期大跌之后， 市场有反弹需

求， 但反弹高度如何仍需关注

投资者信心的回归和资金的回

流程度。

交易策略方面， 建议短期

可以尝试买入认购期权， 或投

资者可以考虑构建认购价差组

合，即买入一个认购期权，同时

卖出一个到期月份相同但行权

价格较高的认购期权。例如，买

入1张 “50ETF购9月2100” ，

同时卖出1张 “50ETF购8月

2400” ， 构建该组合时的净权

利金成本为769元。

期债涨势如虹 短期风险增大

□本报记者 葛春晖

周四， 央行逆回购利率下调、资

金面出现好转迹象，国债期货多头情

绪继续获得提振， 期价一路上涨，主

力合约收盘逼近前期高点。 与此同

时，期债持仓量则延续了本轮上涨以

来的下降态势。 市场人士指出，鉴于

货币调控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行的

意图明确，未来利率下行将是大势所

趋，期债做多机会大于风险；但短期

来看，随着宽松政策密集兑现，推动

国债期货继续上涨的动力有所不足，

考虑到短期累计获利丰厚，且资金面

担忧尚未完全缓解，建议投资者适当

逢高了结多单，等待回调后机会。

全线上涨 逼近前高

周四（27日），央行逆回购操作

利率下调15BP， 引导货币市场利率

下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调控意图

进一步明确。加上周三收市后传出央

行开展SLO操作， 向银行体系注入

1400亿元6天期流动性的消息，国债

期货市场做多情绪进一步高涨，期价

全天一路走高，各个合约悉数收红。

截至收盘，五年期国债期货主力

合约TF1512报99.13元，较上日收盘

结算价上涨0.36元或0.36%；十年期国

债主力合约T1512收报96.40元，上

涨0.420元或0.44%。 二者分别逼近7

月29日创下的99.32元、96.55元的各

自阶段高点。持仓方面，截至27日，五

年期合约持仓量为1.75万手，较26日

减少436手； 十年期合约持仓1.82万

手，下降403手。 至此，十年期合约持

仓量已连续第九个交易日下滑，九个

交易日累计减仓逾7000手。

本周以来，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仍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以及人民币

贬值预期较强、资本外流担忧加剧的

背景下，央行推出了降息降准、公开

市场净投放、SLO（短期流动性调节

工具）以及国库现金定存招标等一系

列宽松措施，以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

的充裕稳定。 周四，近期持续趋紧的

货币市场流动性出现好转，货币市场

利率多数小幅下行，存款类机构指标

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下行4BP至

2.33%，为8月7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受

此影响，银行间债市现券交投亦十分

活跃，各期限收益率下行明显。中债5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逾 2BP至

3.1689%，中债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

行近4BP至3.3902%。

短线多单逐步逢高了结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九个交易

日以来，伴随期价上涨，国债期货持

仓量呈现持续小幅减仓态势， 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多头在上涨过程

中心态趋于谨慎、逐步逢高了结。

中信期货在周四发布的一份

研究报告中指出，短期而言，国债

期货市场的利好释放已经接近尾

声。 该机构认为，近期可预期的货

币政策基本落地，基准利率再下调

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加上短期股

票市场存在企稳需求，股债跷跷板

因素临近尾声，因此期债适合逢高

减磅，暂时转入观望。

另外，短期资金面波动仍是市场

普遍担心的主要风险因子。市场人士

表示，虽然当前银行间货币市场资金

面已经出现好转迹象，但由于降准资

金尚未到位、贬值预期导致的资金外

流担忧仍存，货币市场流动性短期内

实质性改善的空间依然较小。从这个

角度上看，资金利率短期继续下行的

空间受限，推动债券收益率继续下行

的动力也有所减弱。

综合多家观点来看，央行多管

齐下维稳资金面的利好有望不断

发酵，年内债券市场仍偏多，利率

下行的大方向较为明确，但对于交

易型投资者而言，市场短期波动风

险亦不得不防，而经过近期的连续

上涨之后，国债期货短期回调的风

险也正在增大。 策略上，鉴于短期

累计获利丰厚，且资金面担忧尚未

完全缓解，建议投资者适当逢高了

结多单，等待回调后的机会。

证券简称 融资净买入入额（万元） 行业 市盈率

城投控股

11525.02

房地产

13.32

北京银行

10634.85

银行

5.86

中化国际

9259.69

化工

29.09

格力电器

8129.99

家用电器

7.56

中粮地产

7972.51

房地产

50.35

梅雁吉祥

7948.35

公用事业

-153.19

农产品

7197.48

商业贸易

244.40

永辉超市

4221.06

商业贸易

45.67

中粮生化

3717.39

农林牧渔

-100.97

康得新

3571.26

化工

31.31

浦东金桥

3476.20

房地产

48.31

沧州明珠

3382.79

化工

38.03

华业资本

3337.44

房地产

55.84

泰禾集团

3142.11

房地产

29.12

益佰制药

3009.11

医药生物

32.18

廊坊发展

2395.01

房地产

8130.33

东港股份

2186.18

轻工制造

52.48

中国软件

1674.35

计算机

486.48

万华化学

1282.96

化工

17.32

北巴传媒

1249.37

传媒

22.54

上港集团

1246.57

交通运输

24.01

金螳螂

1117.28

建筑装饰

12.54

皖新传媒

1086.09

传媒

28.84

复星医药

1076.15

医药生物

19.51

轻纺城

1064.12

商业贸易

23.67

九阳股份

1023.69

家用电器

28.12

法拉电子

1000.85

电子

18.08

证券简称 融资净买入入额（万元） 行业 市盈率

北大医药

983.41

医药生物

-36.01

沱牌舍得

927.08

食品饮料

537.76

天宸股份

895.54

房地产

83.65

华夏幸福

848.72

房地产

17.31

启明星辰

824.11

计算机

77.98

骆驼股份

813.82

汽车

18.03

江中药业

799.47

医药生物

40.87

通化东宝

775.21

医药生物

58.25

云天化

665.61

化工

-6.60

福能股份

620.78

公用事业

13.69

深圳机场

595.12

交通运输

36.55

东方通信

474.88

通信

62.89

盘江股份

436.15

采掘

221.20

荣盛发展

321.10

房地产

9.72

扬农化工

254.94

化工

16.58

太龙药业

246.25

医药生物

180.03

安琪酵母

228.37

农林牧渔

48.92

新华保险

207.07

非银金融

10.50

海马汽车

197.19

汽车

34.08

华海药业

195.86

医药生物

47.16

聚光科技

168.62

公用事业

49.68

北新路桥

164.08

建筑装饰

180.32

隆平高科

110.84

农林牧渔

50.26

青岛碱业

88.87

化工

41.98

上海莱士

84.02

医药生物

87.72

三峡新材

27.73

建筑材料

20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