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北高新股价7天翻倍

从9月8日开始， 市北高

新股价连续涨停，短短7个交

易日里逆势翻倍， 累计涨幅

达到104.01%。 至昨日收盘，

该股报19.32元/股，已经稳稳

立于年线上方。

究其原因，9月7日有媒体

报道称，上海市闸北区和静安

区将正式合并，两区合并后统

称静安区。此次资源重组有望

再造“大静安” ，对区域内房

价上涨形成正面刺激。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短

期内股价迅速走高， 市北高

新本周二放出9.38亿元成交

巨量， 资金筹码已现松动迹

象，昨日早盘，该股更以15.80

元跌停价开盘， 之后长期围

绕5%跌幅上下波动，不过下

午14时起，受到市场强势、千

股涨停刺激， 市北高新股价

也连连走高， 并最终触及涨

停。 量能上，昨日该股成交额

再度高达9.37亿元，分析人士

建议投资者短期保持谨慎，

切勿盲目追高。（叶涛）

■ 融资融券标的追踪

■ 机构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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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9月16日， 上证50ETF现货报

收于2.242元， 上涨3.46%。 上证

50ETF期权总成交143553张,较上

一交易日增加 31.53% ， 总持仓

402120张， 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12%。

认沽认购比为1.10 (上一交易

日认沽认购比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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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13450 13973 69.17

50ETF

购

10

月

2200 5136 6042 46.38

50ETF

购

9

月

2300 4356 8290 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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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14668 8905 -63.57

50ETF

沽

9

月

2100 7706 4818 -77.78

50ETF

沽

10

月

1850 5965 9066 -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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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550.00 158.96 1115 9731

50ETF

购

9

月

2450 104.35 30.16 1784 5949

50ETF

购

9

月

2100 83.59 24.16 1763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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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86.67 -25.05 3034 6300

50ETF

沽

9

月

2100 -77.78 -22.48 7706 4818

50ETF

沽

9

月

2050 -74.91 -21.65 3854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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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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月贴水收窄 期指交割日料平稳

□本报记者 叶斯琦

9月16日，期指小幅高开后围

绕开盘点位小幅震荡， 午盘13时

45分左右， 期指开始出现拉升，此

后多头发力，期指涨幅扩大，收出

长阳。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期指上

涨，远月合约贴水开始收窄，这有

利于空头套保仓位的转移，有助于

现货市场的稳定。

期指尾盘大涨

昨日，期指尾盘发力，实现大幅上

涨。 截至收盘，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

IF1509报3304.8点， 上涨175.4点或

5.60%；上证50期指主力合约IH1509

报2243.6点，上涨97点或4.52%；中证

500期指主力合约IC1509报6050.8

点，上涨383点或6.76%。

交割日渐近， 三大主力合约的

基差已经大幅收窄。截至昨日收盘，

IF1509贴水4.45点，IH1509合约升

水1.65点，IC1509合约贴水34.04

点。 远月方面， 贴水也逐步收窄，

IF1510、IH1510和IC1510分别贴

水115.65点、41.55点和280.24点。

光大期货分析师钟美燕表示，

昨日三大期指呈现报复式反弹，中

证500期指更是有3个合约涨停。 期

指近月合约贴水均收复， 市场平稳

迎接交割日。此前由于限仓等原因，

市场套保力度与投机力量高度不匹

配， 加上配合场外配资的清理以及

伞型信托清理的进行， 市场恐慌情

绪进一步加重。 而昨日的反弹一部

分是因为市场超跌后的应急反应，

部分个股跌破年初价位， 市场存在

反弹需求； 另一方面是受益于消息

面的预期，信心提升。

安信期货股指分析师丁沛舟也

指出， 周三现货指数较前日成交量

有所增加，价格大幅拉升，带动期指

大幅上涨。 从行业板块涨幅情况来

看， 前期支撑大盘的银行板块昨日

贡献平平，军工、汽车、计算机等板

块表现抢眼。此外，前期热点概念股

亦纷纷呈现暴涨势头。 昨日行情表

现属大幅杀跌后的超跌技术性反

弹，当前趋势并无明显变化。

交割日料平稳

量能方面，昨日期指成交量有

所回升。 沪深300期指总成交量增

4104手至29497手，上证50期指总

成交量增1926手至11503手，中证

500期指总成交量增 3567手至

14062手。

持仓方面，沪深300期指持仓

量减2180手至43432手，上证50期

指持仓量减1243手至18746手，中

证500期指持仓量增6手至13580

手。 主力方面，多空均在进行移仓

换月，变动接近。

分析人士认为， 期指成交量略

有回升，是基于市场情绪的好转，但

总体来看市场成交放量仍然有限。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期指的上涨，远

月合约贴水也开始收窄， 在期指交

割之际， 有利于空头套保持仓的移

仓，这有利于现货市场的稳定。

展望后市，钟美燕表示，这波

行情属于去杠杆后的超跌反弹情

绪释放，高度有限，时间持续性也

维持谨慎的态度，本周的后两个交

易日市场有望维持强势。沪综指前

期的震荡区间上沿3250点位置压

力仍存。

丁沛舟认为，从近三周上证综

指走势来看，虽然单个交易日行情

起伏较大，但总体来看，指数价格

仍在3000-3250点区间内进行震

荡，暂未有明显趋势，前期形成的

缺口压力仍存。若上证综指有效突

破3250点一线， 短期强势或将延

续。反之，低位震荡局面难有改观。

金汇期货：价格走势上，从现

货指数来看， 昨日的长阳促使走

势再度回归震荡格局， 盘中触及

10

日均线， 达到了之前建议的空

单止损标准，操作上，建议暂时观

望为主。

中金公司：周三两市中小市值

个股普涨，各个板块几乎都录得不

错的反弹幅度，其中计算机、互联

网、软件等板块涨幅居前，除银行

股外，板块整体涨幅都在

5%

以上。

预计市场短期依然以震荡为主，两

市尚不具备持续大幅反弹的动力，

需耐心等待消息面的验证。

九鼎德盛： 周三长阳的性质

需要后续量能的配合界定。 总体

来看，深沪

A

股市场在连续重挫后

出现大幅度反弹， 但市场量能配

合仍欠佳， 如果后市不能出现量

能增加， 则报复性反弹后有可能

回落；反之，则可谨慎乐观。 从操

作层面来看， 超跌中小市值的中

低价类品种应为短线关注重点，

而仓位过重的投资者视量能配合

情况逢高兑现部分筹码， 以防市

场再行回落。 （叶斯琦整理）

两融余额跌破9400亿元

□本报记者 王威

9月10日开始两融市场再度

步入下降通道， 本周一起净偿还

金额再度回升至200亿元以上，15

日净偿还金额达206.77亿元，由

此 沪 深 股 市 两 融 余 额 降 至

9356.03亿元， 跌破9400亿元关

口，创下9个月以来的新低。 当日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均遭遇到

不同程度的净偿还， 其中非银金

融、电子、机械设备、房地产、医药

生物、 计算机和有色金属的净偿

还额均超过了10亿元。

伴随着两融余额的再度下

降，包括梅雁吉祥、际华股份等诸

多前期热门或国企改革股的融资

余额降幅较大， 融资客撤离迹象

明显。此外，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

比较大的股票也面临较大的偿还

压力。

两融余额四连降

两融余额在短暂企稳回升后

再度快速回落，与市场震荡磨底过

程中资金的谨慎情绪浓厚及后市

预期出现明显分歧导致的主动降

杠杆过程有关。

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9月15

日， 沪深股市融资融券余额报

9356.03亿元， 较上个交易日减少

了208.20亿元， 降幅达2.18%。 其

中， 沪市两融余额跌破了6000亿

元关口，收报5891.51亿元，较前一

交易日下降了2.14%，创下了2014

年12月5日以来的新低； 深市两融

余额报3464.52亿元， 与前一交易

日相比降幅为2.24%， 为今年1月

16日以来的新低。由于深市降幅相

对更大，沪市两融余额占比回升至

62.97%，深市则降至37.03%。

融资方面，本周二沪深股市融

资余额报9327.21亿元， 当日融资

买入额较前一交易日下降165.31

亿元至449.82亿元， 为2014年11

月20日以来的新低，当日的融资偿

还额也从前一交易日的899.59亿

元回落至656.58亿元。 由此，当日

的净偿还额继续维持在200亿元

的近期高位水平，具体为206.77亿

元， 这也是连续第4个交易日遭遇

净偿还。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的比

值继续提升至2.86%。

融券方面，9月15日沪深股市

融券余额为28.82亿元， 较前一交

易日下降了1.44亿元。 当日融券余

量和融券卖出量均较前一交易日

出现了回落， 分别为5.69亿股和

0.34亿股。

在此背景下，28个申万一级行

业板块悉数遭遇融资净偿还， 其中

仅休闲服务、 轻工制造板块的净偿

还额不足1亿元， 分别为8558.93万

元和9661.26万元，其他26个行业板

块的净偿还额均超过了2亿元。 其

中，非银金融、电子、机械设备、房地

产、医药生物、计算机和有色金属板

块的净偿还额均在10亿元以上，具

体金额分别为18.86亿元、11.95亿

元、11.66亿元、11.53亿元、11.16亿

元、10.91亿元和10.42亿元； 紧随其

后的国防军工、化工、银行和公用事

业板块的净偿还额也在8亿元以上。

两类标的股需特别留意

因近期融资余额降幅较快，融

资余额占流通市值比例较大的股

票后市的偿还压力也相对较大，投

资者应特别留意。

一方面，9月10日以来， 四个

交易日内两融余额已再度回落了

549.61亿元，降幅达5.54%，而在

此期间， 共有86只股票的融资余

额降幅超过了10%。 其中，金地集

团、獐子岛、老白干酒、安凯客车、

际华集团、梅雁吉祥、九阳股份、

苏州固锝、纺织城、农产品、多氟

多和中粮地产的降幅更是超过了

20%。 这86只融资余额降幅较快

的标的股中，包括梅雁吉祥、美好

集团等前期热门品种， 以及际华

集团、 中粮地产等国企改革概念

股， 此前均为融资及场内资金热

捧的题材、概念，获利盘、套牢盘

抛压和偿还压力较大。

另一方面，在两融资金再度主

动降杠杆过程中，融资余额占流通

市值比例较大的股票在此过程中

的压力也会相对较大。 截至9月15

日，有48只两融标的股的融资余额

占流通市值的比值超过了15%，其

中全柴动力、蒙草抗旱、北纬通信、

美尔雅、铜峰电子、数码视讯、尖峰

集团和广宇发展的融资余额占流

通市值比值超过20%。

股债强弱互换 期债风险有限

□本报记者 张勤峰

16日， 国债期货高开低走，股

债联动效应继续主导现阶段期债市

场走势。市场人士指出，风险偏好的

回升不会一蹴而就，A股市场能否

延续反弹尚需观察， 而债券一级市

场表现强势， 亦表明债券仍有稳定

需求。短期看，国债期货有望保持稳

中偏强的格局， 若出现明显下跌则

可能造就做多的机会。

A股强势反攻 期债回调避风

16日，国债期货未能延续周初

以来的涨势，各合约高开低走，尾盘

全线小幅收跌。主力合约方面，五年

期 TF1512 收 报 98.840 元 ， 跌

0.09%，全天成交8224手，较前一日

再增1143手； 十年期T1512收在

96.535元， 跌0.08%， 共成交5334

手，略少于前日的5817手。

昨日国债现券收益率呈现窄幅

波动，长债如7年和10年期利率略微

有所反弹。 Wind数据显示，16日银

行间7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

上涨约1基点。 现券中，待偿期接近

10年的“15附息国债16” 最新成交

在3.3%，基本持平前日尾盘水平。

市场资金面亦风平浪静。 昨日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上（存款类

机构行情）， 短期隔夜回购加权平

均利率持稳在1.88%，7天利率小涨

2bp至2.38%。 据交易员反馈，昨日

市场资金面不紧也不十分宽松，整

体保持均衡态势。

随着利多经济数据的影响消

退，且货币政策面相对平淡，市场风

险偏好情绪的波动成为债市交投的

主要线索。交易员称，昨日A股市场

午后强势反攻，刺激风险情绪回升，

阻碍了债市进一步上涨。

若明显下跌将是机会

16日，A股市场强势反弹，上证

指数收获近5%涨幅，个股普涨。 前

述交易员表示，周初两日股市下挫，

避险情绪升温， 在债市上涨过程中

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昨日权益行情

回暖， 反过来制约债市上涨也合情

合理。

有市场人士指出， 大类资产重

配是7月以来推动债市牛市行情的

一条主要逻辑， 即A股市场出现明

显调整和剧烈波动， 配合弱势经济

基本面， 打压市场风险偏好， 加上

IPO暂停、场内外融资业务萎缩，无

处安放的资金大量回流固收类资

产。 这些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

银行理财、基金等资管类机构，其资

金成本并不低， 目前投资债券的收

益甚至可能无法覆盖成本， 虽然在

缺资产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配置，

但也增添了后续行情变数。 若市场

风险偏好持续回升，或者IPO重启，

难保这些“过江龙” 资金不回流股

市， 届时对债市行情将产生相反的

效果。

该市场人士进一步指出， 目前

债券收益率处在较敏感的位置，10

年国债一直未能有效突破3.3%的

年内低点，若此时A股持续回暖，对

债市行情的影响可想而知。 但目前

看，A股市场能否延续反弹尚需观

察， 预计未来风险偏好的回升不会

一蹴而就， 至少经济基本面尚不支

持，IPO重启更无明确时间表，A股

市场短线反弹难撼债券强势格局。

16日， 续发7年期国债招标结果偏

暖， 也显示长期利率债仍有稳定配

置需求。

市场人士指出， 债券收益率要

突破下行或需等待， 但上行风险不

大， 国债期货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

格局， 若出现明显下跌则可能造就

做多的机会。

■ 股指期货常识漫谈(三)

不要担心股指期货交割日效应

□光大期货 张毅

市场中一直流传着所谓“交割

日效应” 的说法。先看一组数据，64

个交割日中，股市上涨37次、下跌

27次，上涨的交易日多于下跌的交

易日。大家看到这事实，也就不必过

于担心了。下面我们来谈谈，到底什

么是“交割日效应” ，值不值得广大

股民那么担心。

我国期指没出现过交割日效应

所谓“交割日效应” ，是指股指

期货合约临近到期时， 主力合约由

当月合约向后续合约切换， 当月合

约平仓，后续合约开仓，由于买卖集

中而导致标的指数及其成份股的成

交量和波动性增大的现象。 在早期

的国际市场，由于流动性不足，交割

日效应往往容易出现。 但随着市场

发展， 尤其是股指期货交割结算价

规则的完善， 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

内已不明显。

从我国的数据上看，期指交割日

并无“魔咒” ，更不会对A股市场产

生实质影响。一是到期日价格收敛良

好，价差大体在1个点之内，没有出现

上蹿下跳、大幅跑偏的现象；二是交

割量较小，平均仅2000多手，最多也

只有8000多手； 三是市场正常运行

根本没有受影响， 与非交割日相比，

波动性、 交易量无明显差异，64个交

割日中，股市上涨37次、下跌27次，不

存在“逢交割日必跌”的规律，也没

有所谓的“多空大决战”情形上演。

制度严格防范交割日操纵

从合约的交割设计上看， 股指

期货交割价格也难以被操纵， 主要

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由于现货指

数成分股市值较大， 采用与实物交

割不同的现金交割，提高交割能力，

防范逼仓行为。 二是采用了几乎是

全球最为严格的交割结算价计算方

式， 即股指期货采用现货指数最后

2小时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交割

结算价。如果要操纵交割价格，就要

有能力操纵最后两小时的现货价

格，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这样的设

计提高了抗操纵能力， 以现货定期

货，强制期现货价格收敛。三是交割

日当天价格最大涨跌幅设置为

20%，可留出足够收敛空间。四是交

割日设在每月第三个周五， 尽量避

开月末、季末影响。 可以说，有了这

些作为保障， 沪深300股指期货合

约的抗操纵性在全球主要股指期货

合约中都是较强的， 有谁想在交割

日兴风作浪，难度是非常大的。

中国重工尾盘涨停

3000点关口的支撑力重

现， 市场在连续两个交易日

下跌后昨日再度出现千股涨

停局面， 国防军工概念再度

崛起， 申万国防军工指数全

日上涨7.74%，领涨各行业指

数。32只军工股中14只涨停，

其中中国重工 全日 上涨

10.03%， 是沪深300成分股

中表现最好的军工股。

昨日早盘， 中国重工以

9.6元低开， 此后长时间围绕

在前日收盘价附近窄幅震

荡，午后14时伴随大盘走高，

该股亦放量上涨， 并在尾盘

顺利封死涨停板。

军工概念股再度崛起，

分析人士认为原因在于：一

方面，3000点一线是重要心

理关口， 救市资金和抄底博

反弹资金的介入使得反弹一

触即发，而市场在信心低迷之

时需要领头羊， 金融板块耗

费资金量过大， 国防军工作

为“故事丰富” 的前期热门

概念因此再度受到青睐，从

而激发多头人气。 另一方面，

国企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

为备受市场关注的军工改革

指明了方向， 作为改革重点

的军工改革近期有望获得实

质性推动。 操作上，市场震荡

期内建议仍以观望为宜，等

待右侧机会。（王朱莹）

高德红外三跌停

近期市场波动加剧，大

部分股票在前两日的大跌之

中损失惨重， 昨日的大涨稍

稍弥补了损失。 但市场中还

有一类股票， 虽然不受股价

波动影响， 但持股者却总是

惴惴不安， 那就是在高位停

牌的股票。在当前市场下，此

类股票一复牌， 往往意味着

跌停再跌停。

高德红外便是其中之

一。该股自5月13日起因筹划

重大事项停牌，5月12日该股

收盘价为39.36元，对应当日

上证指数为4401.22点。 9月

14日， 该股复牌即以一字跌

停报收， 此后两个交易日亦

连续一字跌停。 成交量也十

分萎靡。

短期看， 高德红外抛压

较重，仍有下行空间。 9月17

日， 即将有五只股票复牌，分

别是红日药业、 光环新网、成

商集团、 山东金泰和方大化

工，其中光环新网、成商集团

和方大化工停牌较早，价位较

高， 复牌后面临较大调整风

险， 建议投资者若有可能，则

以不计成本出逃为策略，以规

避进一步回调。（王朱莹）

补跌动力强 航天电子跌停

自今年5月中旬起高位停

牌的航天电子昨日复牌，并发

布了定增募资预案，不过强烈

的补跌动力使得公司股价一

字跌停，股价收于22.05元。

据复牌前公司公告，航天

电子拟定增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29.50亿元，用于智能

防务装备系统科研及产业化

能力建设项目、新一代测控通

信及宇航电子元器件科研及

能力建设项目、高端智能惯性

导航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特

种电缆科研生产能力提升项

目、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对此中信建投表示，本

次资产注入后，公司产业链条

进一步完善，公司业绩得到增

厚。受益于我国航天事业的快

速发展， 公司在航天电子测

控、对抗及制导等领域将逐步

进入发展快车道，无人机业务

将成为亮点。且公司大股东资

产注入预期强烈。

行情来看， 公司由于此

前躲过了市场大跌， 当前补

跌动力较强， 短线释放压力

之后，有望在国企改革、军工

改革等刺激下获得资金的重

新布局。 (张怡)

省广股份复牌一字跌停

昨日，A股市场全面反

抽，涨停股近2000只，不过省

广股份复牌首日就一字跌

停，收于20.61元。

据复牌公告，公司拟以不

低于25.15元每股的价格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资24.9亿元，全

部用于大数据营销系统、收购

股权、支付部分剩余股权转让

款及补充流动资金4个项目。

公司表示，通过此次定增收购

可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的布局，

加强业务协同效应。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

买入省广股份金额最大的是

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为

929.72万元。 同时，卖出金额

最大的前五名中， 第一位和

第四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分别卖出了3707.60万元和

226.30万元。

此前省广股份自7月8日

起停牌， 公司股价接近本轮

行情下跌的低点， 昨日遭遇

资金出逃， 不过机构对公司

转型升级相对看好， 短线回

落后或将随市场企稳重新具

备布局价值。 (张怡)

期权可构建卖出跨式策略

昨日，认购期权合约价格

全线反弹，而认沽期权合约价

格全线下跌。 其中，9月平值认

购合约“50ETF购9月2250”

收 盘 报 0.0394 元 ， 上 涨

75.11% ；9月平值认沽合约

“50ETF沽9月2250” 收盘报

0.0592元，下跌53.93%。

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表

示，目前，市场走势仍然极不稳

定，经历过周一的千股跌停后，

昨日又遇到千股涨停行情。 投

资者对于后市的判断更为困难

与纠结。在这种行情下，不妨尝

试使用期权进行交易。近期，推

荐投资者构建卖出跨式或宽跨

式策略。 此外，随着9月合约到

期日的不断临近， 建议作为卖

方的投资者提前获利离场。 因

为临近到期前， 卖方能收取的

时间价值已极为有限， 而回吐

盈利的风险相对更大， 两相权

衡，不如择机平仓离场，将盈

利落袋为安。（马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