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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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上证50ETF现货报

收于2.237元， 上涨1.13%。 上证

50ETF期权总成交101395张, � 较

上一交易日增加14.09%， 总持仓

403201张，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0.52%。

认沽认购比为0.62� (上一交易

日认沽认购比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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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8 4188 42.16

50ETF

购

10

月

2200 7187 10721 1.94

50ETF

购

10

月

2350 5881 14676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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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0 3487 -85.28

50ETF

沽

10

月

2200 4763 8001 -16.83

50ETF

沽

9

月

2250 2185 1797 -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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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42.16 37.31 10108 4188

50ETF

购

9

月

2150 29.11 25.76 2422 1930

50ETF

购

10

月

2000 22.11 19.57 1005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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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85.28 -75.47 5490 3487

50ETF

沽

9

月

2250 -67.31 -59.56 2185 1797

50ETF

沽

10

月

1950 -35.10 -31.06 1237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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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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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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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3

■ 责编：王超 电话：

010－63070401 E-mail:zbs@zzb.com.cn

■ 2015年9月23日 星期三

衍生品/对冲

edging

H

期指企稳 短线反弹可期

□本报记者 叶斯琦

周二期指高开后走出震荡整

理格局， 其中上证50期指震荡偏

强， 沪深300期指横盘整理， 中证

500期指走势较弱。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前期利空因素逐步消除，市场

企稳概率较大，但信心的恢复尚需

时间，但逐步稳定后，期指未来向

上突破的概率较大。

上证50期指走势较强

昨日，期指走出震荡态势。 截

至收盘， 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

IF1510报3232.8点，上涨22.8点或

0.71% ； 上证 50期指主力合约

IH1510报2194.2点，上涨19.2点或

0.88%； 中证500期指主力合约

IC1510报6077.8点， 微涨0.4点或

0.01%。

现货方面，沪指延续昨日低开

高走之势，券商、保险等权重催动

指数午后一度上触3200点，无奈成

长题材股上冲乏力，拖累沪指尾盘

回落至3185点。 期指贴水再度扩

大， 截至收盘，IF1510贴水106.23

点，IH1510贴水43.11点，IC1510

贴水218.13点。

银河期货研究员周帆认为，市

场在近期已经有企稳迹象，其主要

原因在于对场外配资的清理接近

尾声， 市场去杠杆化告一段落，过

度恐慌必然也会带来价值的修复；

但由于市场信心不稳，当前的横盘

有助于技术修复以及投资者信心

的逐步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市场有

风吹草动，中小盘股票有时会出现

下跌， 但由于大蓝筹估值较低，长

线资金会进行一些护盘及逢低吸

纳，因此市场在当日表现为盘中IH

偏强的情况。 不过，市场风险释放

得差不多了，中小盘股在市场稳定

后又会开始走强，这一特点有望在

近期得到延续。 ”周帆说。

至于期现价差， 分析人士认

为，基差主要反映市场信心。 从目

前情况来看，IF、IC都有较大幅度

的贴水，显示目前市场依然并不乐

观， 大盘向上趋势还未能形成；但

值得注意的是贴水幅度已经大为

减少，市场悲观情绪正得到缓解。

短线有反弹机会

量能方面， 昨日三大期指成

交量依然持续回落。 其中， 沪深

300期指总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

减1379手至17624手，上证50期指

总成交量减89手至6117手， 中证

500期指总成交量减 1044手至

10479手。

光大期货分析师钟美燕表示，

一方面， 在高度抑制投机的背景

下，市场逐步由日内的高频交易转

向隔日甚至是更长时间的持有。一

定程度上说，原来老仓的持有将会

成为筹码，这也意味着市场不再是

一边倒的看空，快进快出，市场信

心有所恢复。

“对期指来说，目前市场缺乏

操作空间， 比如月间套利成本高，

短期成交仍难有放量，因而也缺乏

趋势性行情。近期区间震荡的走势

未改。现货市场真正的放量上涨才

能作为市场有效反弹的验证。从操

作上，跨品种可以关注买IC抛IF的

操作。 ” 钟美燕认为。

广发期货股指分析师黄苗也

指出，流动性方面，央行周二在公

开市场上进行500亿元人民币七

天期逆回购操作， 对冲回流资金

后单日净投放为零。 短期来看，人

民币贬值担忧情绪逐步缓解，短

期流动性在央行呵护下无需过度

担忧。 技术面上，昨日沪指在20日

均线上方运行， 权重护盘或暗示

出市场多头意愿， 短期股指下方

获得支撑，仍有短期反弹动能。 整

体而言， 股指运行大环境未发生

转变，难改箱体震荡格局，但是短

线有反弹机会。 激进投资者前期

IF多单可继续持有，IF1510关注

压力3260点。

多头明显增持 有助于短线反弹

□本报记者 叶斯琦

昨日， 沪深

300

期指总持仓量

增

167

手至

37854

手，上证

50

期指总

持仓量增

587

手至

15132

手， 中证

500

期指总持仓量增

258

手至

12807

手，总体来看，持仓量延续上行趋

势，活跃度逐步提升。

主力方面， 多头明显强于空

头。 在

IF1510

合约中，多头前

20

席

位累计增持

659

手多单， 其中国泰

君安、海通期货和鲁证期货席位均

增持多单逾百手；而空头前

20

席位

却累计减持了

185

手空单， 没有明

显增持的席位。 在

IH1510

合约中，

多空前

20

席位分别增持

400

手、

334

手至

7963

手、

7892

手， 显现多头格

局。 在

IC1510

合约中，多空前

20

席

位分别增持

426

手、

165

手。

分析人士指出，昨日多头主力

的变动明显强于空头，表明市场情

绪正逐步回暖。 随着利空逐步挤

出，下跌空间已经有限，市场料延

续震荡态势。 而多头活跃度提升，

有助于期指突破箱体震荡格局继

续上行，关注短线反弹机会。

中金公司：短期市场情绪正有

所恢复，成交量也伴随着市场的反

弹而逐渐放大。 目前而言，超跌以

及悲观预期的改善是大盘上行的

主要动力。 从图形上看，无论主板

还是创业板似乎都需要一根放量

的阳线以做实中期反弹的趋势，市

场还在区间内蓄力，等待催化剂以

打破原有的平衡。

中粮期货：虽然周二未有较大

涨幅， 但

K

线排列上重心上抬，量

能和持仓均有扩大，说明有资金流

入。周三还有继续上行探

3260

点可

能，股指期货可以短多参与。

3240

点一线是近期较重要的压力，区间

突破前，建议短线思路操作，等待

突破时机。

瑞达期货：受题材股连续两日

带动大盘上行，短线市场气氛有所

回暖， 然而受制于存量资金博弈，

周二沪指上冲

3200

点回落，上行动

能疲态尽显。后半周上行高度主要

在于量能是否配合。 策略上，多空

将围绕

3200

点争夺，警惕获利回吐

而引发的冲高回落行情，三大期指

日内操作为宜。（叶斯琦整理）

融资客巧打“热点牌”

□本报记者 叶涛

上周以计算机为首的新兴成长

板块集体大热，部分投身其中的投资

者赚得盆满钵满，融资获利盘趁机抽

身，致使计算机、医药生物、传媒等行

业本周一融资净偿还额明显； 不过，

获利同时资金并未放弃博弈，迅速转

身狙击军工题材。据wind数据，当天

申万国防军工板块以4.48亿元融资

净买入额高居行业榜首。

究其原因，上周末国家发改委

研究部署军工等七大领域混改试点

打开融资客操作空间。 分析人士认

为，当前两融风险已经进入可控范

围，融资客围绕场内热点“接力” 做

多，两融资金轮动有条不紊，这预示

着负面情绪逐渐散去，两融运行正

开始回归常态化。

及时“送旧”锁定利润

本周一两市普涨， 个股全线

飘红， 当天两融市场重获16.80亿

元融资净流入。wind数据显示，本

周一市场融资买入额为598.72亿

元，环比增长100余亿元；融资偿

还额为581.92亿元， 环比上升近

66亿元。 叠加融券余额小幅增加

0.44亿元， 两融余额当天报收

9408.35亿元。

分市场观察，沪市两融余额报

5916.71亿元， 较前一日攀升7.16

亿元； 深市两融余额报3491.65亿

元，环比增长10.09亿元。 深市余额

提升水平、 幅度明显超越沪市，这

与当天A股投资者重点发力“中小

创” ，资金大规模流入深市格局不

谋而合。

涨跌幅方面， 申万国防军工指

数后来居上，本周一大涨6.38%，休

闲服务、计算机、传媒等新兴板块紧

随其后， 涨幅分别为5.88%、5.04%

和4.78%。 不过从两融市场看，当天

融资客并未一味跟随场内热点变

动，反而逆向操作，巧妙玩起“时间

差” 。 据wind资讯，本周一融资净

流入居前的行业板块分别是计算

机、汽车、医药生物、非银金融、传

媒、 休闲服务， 具体金额为5.36亿

元、2.97亿元、1.39亿元、1.38亿元、

1.34亿元和1.00亿元。

针对上述行业， 当天融资客

“逆势”展开偿还操作。 事实上，过

去一周计算机板块表现极为抢眼。

受国产软件行业利好、 网络安全立

法以及“十三五”相关规划制定，计

算机指数5日涨幅达到15.50%，赫

然排位行业第一。目前，市场中枢维

持底部震荡，两市量能极度萎缩，分

析人士认为，此番融资客见好就收，

反映出风险控制意识明显提升，不

盲目追高，适度锁定利润，从结果来

看， 融资客也缺失精准把握住市场

节奏。

昨日，休闲服务、计算机、传媒

等板块集体表现垫底， 分别为下跌

1.32%、0.27%和微涨0.28%。

不吝“迎新” 布局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 本周一资金从

计算机、 医药生物等成长板块净流

出的同时，趁热打铁，狙击新目标成

为当天融资客首选。

上周末， 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

称，要结合电力、石油、天然气、铁

路、民航、通信、军工等七大领域改

革， 开展不同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

试点示范。 作为本次国企改革的重

要抓手， 混改在军工领域无疑启动

早，成果显著，未来受益面和回报时

点都更为明确。

军工题材顺理成章进入融资客

视野。据相关数据，本周一军工板块

融资净流入规模居行业第一， 达到

4.48亿元；化工、机械设备、钢铁板

块紧随其后，分别为3.73亿元、3.37

亿元和2.78亿元。 显然， 在军工之

外， 上述七大领域中所涉及机械设

备、钢铁行业也获得融资客关注。

渤海证券认为， 国企改革要先

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几个重点领域

开始， 军工行业作为试点领域之一

将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受益。 尽管上

周军工板块走势相对偏弱， 但泡沫

释放已经接近尾声， 预计未来将走

出一波反弹行情。

整体而言，前期市场受到诸多

不确定因素影响，资金信心较为脆

弱，不过随着清理配资到加息靴子

相继落地，目前两融余额规模亦回

落至合理区间，积极因素汇聚将正

在对市场信息起到明显提振作用。

财富证券认为，中短期看，市场有

望迎来一波反弹。 下半年起 “双

降” 及“稳增长” 累积效应不断累

积，融资抛压又不断减轻，个股层

面，虽然中小盘股票估值水平整体

还是偏高，但对于一些真正的成长

股和优质蓝筹股，投资者仍可以择

机增持。

期债短期难改区间震荡

□本报记者 葛春晖

22日， 国债期货市场震荡下

行，各合约全线小幅收跌。 市场人

士表示， 季末和国庆长假将至，资

金面整体虽无大碍但短期波动难

免，期债市场短期预计仍以区间震

荡为主。

从盘面看， 昨日五年期和十

年期主力合约早盘一度在上日结

算价附近窄幅震荡， 临近中午出

现跳水走势， 午后主要在收盘价

一线窄幅波动， 全天成交量和持

仓量均有所扩大。 具体看，五年期

主力合约TF1512收报98.59元，较

上日结算价跌0.14%，成交量环比

降逾两成至9305手，持仓增加659

手至1.28万手； 十年期主力合约

T1512收报96.26元， 跌0.16%，成

交增逾三成至4242手，增仓443手

至1.32万手。

中金所盘后公布的前二十大持

仓席位数据显示， 昨日主力净增仓

五年期主力合约812手， 净减仓十

年期主力合约80手，显露出一定的

多头逢低加仓迹象。

昨日银行间货币市场资金面

整体紧平衡，质押式回购市场（存

款类机构行情）跨季末的14天资金

利率上行超过5BP。 银行间市场国

债现券收益率亦窄幅波动、变化不

大。活跃可交割券中，剩余期限4.68

年的15附息国债11收益率收盘持

平于3.15%； 剩余9.55年的15附息

国债05收盘收益率微升1.5BP至

3.34%。

分析人士指出，8月数据反映

出的经济弱、通胀低的基本面因素

对债券市场中期支撑牢固，但短期

而言， 在国债收益率低企的背景

下，国债期货市场缺乏继续进攻的

变量，短期资金面成为市场关注的

主要因素。 随着时间推移，三季度

末和国庆长假备付因素给货币市

场流动性造成的压力日益明显。 而

昨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500亿元逆

回购操作，与到期逆回购形成等量

对冲，结合月初降准，央行进行存

准率考核改革、开通SLF申请平台，

以及近期人民币贬值预期降温、资

金流出压力下降等因素来看，预计

短期管理层大规模投放流动性的

概率较小。 因此，月末流动性大幅

收紧的概率虽然较低，但短期资金

利率仍存在一定的上行风险，从而

对债市偏空。

总体而言，市场人士认为，短期

内期债仍需以区间震荡思路对待，

中线多单可继续持仓， 短线则需保

持谨慎、等待调整后的做多机会。

情绪转暖 隐含波动率回落

□本报记者 马爽

昨日，50ETF价格上涨带动，认

购期权价格多数走高，认沽期权价格

多数回落。平值期权方面，9月平值认

购合约“50ETF购9月2250”收盘报

0.0088元，与上日持平；9月平值认沽

合约“50ETF沽9月2250” 收盘报

0.0170元，下跌0.0350元或67.31%。

波动率方面， 昨日期权隐含波

动率继续小幅有降。经历前期认沽期

权隐含波动率的迅速回落，目前认沽

和认购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差异大幅

缩窄。此外，由于9月期权合约即将到

期，其波动率明显下降。 截至昨日收

盘，9月平值认购合约“50ETF购9月

2250”隐含波动率为21.29%。 9月平

值认沽合约“50ETF�沽9月2250”

隐含波动率为13.94%。

海通期货期权部表示，相对于

前期的大涨大跌，近期市场波动相

对较小。 从历史数据来看，波动率

通常存在聚集现象，即在一段时间

处于低波动率，而在另一段时间处

于高波动率，未来两天若无新的热

点接力，小步慢跑行情恐难延续。

对于后市，光大期货期权部刘

瑾瑶建议投资者，构建牛市价差组

合策略。 该策略是指投资者在买入

N单位行权价格较低的认购期权，

同时卖出N单位相同到期月份且行

权价格较高的认购期权。

而基于上述分析，海通期货期

权部推荐一级投资者： 若持有现

货，可买入远月平值附近认沽期权

构造保护性策略； 二级投资者：若

周三下午实值合约持仓依然较重，

无其他刺激因素影响情况下可考

虑买入10月虚值认购期权；三级投

资者：同二级投资者。

美邦服饰尾盘涨停

昨日， 沪深两市整体表

现不错，中证500指数全日上

涨0.73%，成份股中美邦服饰

以10.09%的涨幅位居涨幅榜

首。 经过长期回调后，美邦服

饰已释放了大部分做空动

能，短期内有望延续反弹。

周二早盘， 美邦服饰以

5.46元小幅高开， 此后在前

收盘价 5.45元上下窄幅震

荡。 全日大多数时间并未有

强劲表现， 直至收盘前二十

分钟，成交突然放量，股价亦

拔地而起，并封上涨停。 截至

收盘， 该股全日上涨0.55元

至6元， 成交额为3.14元，较

前一交易日明显放大。

回顾美邦服饰历史走

势， 该股自8月14日最高上

探至13.37元（前复权）后阶

段见顶，此后震荡回调，至9

月18日累计跌幅达57.34%，

股价已回到今年3月水平。 9

月21日及昨日，该股持续反

弹， 累计涨幅为14.72%，且

量能配合良好。 从两融数据

看，9月15日以来，该股的融

资余额便整体企稳并于近期

有所反弹， 显示去杠杆已经

接近尾声， 并有融资客开始

抄底， 短期该股有望延续强

势。 （王朱莹）

炼石有色放出巨量

经过五个交易日、 连续

一字无量跌停之后， 炼石有

色昨日成交放出巨量， 高达

24.82亿元，创其上市以来新

高。虽然股价依然大跌，但释

放出积极的信号，短期内，该

股有望震荡筑底进而反弹。

昨日早盘， 炼石有色开盘

即告跌停， 但不久成交大幅放

量， 股价小幅反弹后再度封上

跌停板，成交随之萎靡。直至10

时，成交量再度放大，股价亦震

荡攀升， 最高探至19.49元，将

跌幅一度收窄至2%附近，无奈

抛压太大，跌幅再度扩大。截至

尾盘， 该股全日下跌1.87元或

9.36%，收报18.11元。

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

日买入前五席位均为游资席

位， 合计买入金额为2.4亿

元， 其中买入最多的是银河

证券北京望京营业部 ，为

7938.99万元，其次是宏信证

券成都人民南路营业部，买

入金额为7528.97万元。 卖方

前五席位则合计卖出6.49亿

元，其中出现一家机构身影，

卖出金额为5724.67万元。 短

线抛压还将继续释放， 但抄

底资金已经开始介入， 建议

耐心等候企稳， 关注该股的

右侧交易机会。（王朱莹）

天津本地股崛起

天津松江放量涨停

京津冀一体化近期成为

市场关注焦点， 受益于消息

面刺激， 天津本地股昨日表

现抢眼，天津松江放量涨停。

天津松江早盘小幅高开

后，维持窄幅震荡，10点20分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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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元。 值得

注意的是，天津松江昨日的成

交额为1.33亿元，显著放量。

消息面上，我国第一条高

速城际铁路———京津城际之

延伸线20日开通,60分钟即可

从北京到达天津于家堡。随着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快速推

进,“一小时交通圈” 呼之欲

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核心

是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

20日开通的京津城际铁路延

伸线———天津站至天津滨海

新区于家堡站, 正线全长

44.75公里。 线路等级为客运

专线,最高速度目标值为时速

350公里。延伸线开通后,与运

营的京津城际北京南站至天

津站实现连接,可在一小时内

满足旅客从北京到于家堡中

心商务区间的直达运输需求。

分析人士指出， 京津城际

延伸线直通天津滨海新区，缩

短了两地往返的时间， 将对本

地房地产、 商贸物流等企业构

成直接利好。 近期市场对于京

津冀一体化的预期升温， 相关

概念料将保持活跃。 (徐伟平)

中英推动高铁项目合作

特锐德连续涨停

受益于中英推动高铁项

目合作， 高铁概念股近期表

现强势， 特锐德连续两个交

易日涨停， 突破多条均线的

密集汇集区。

特锐德昨日小幅高开

后，维持高位震荡，盘中一度

快速回落， 不过午后重拾升

势，尾盘涨幅有所扩大，封死

涨停板，报收于17.34元。 值

得注意的是， 特锐德收出五

连阳， 近两个交易日更是连

续涨停，成交额稳步放大。

消息面上，国务院副总理

马凯同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

21日在北京共同主持第七次

中英经济财金对话。 马凯表

示，习近平主席即将应邀对英

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中英

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本次对话共达成53项成

果。 双方同意推进核能、高铁

等大项目合作，并在第三方市

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双方就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

对接“一带一路”和英国“北

方经济增长区”计划、深化两

国金融合作、推动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等达成重要共识。

分析人士指出， 在政府主

推“高铁外交”的驱动下，海外

订单的增加也将大幅提升轨道

交通产业链企业的景气度，特

锐德料将保持强势。 (徐伟平)

发布股权激励计划

立讯精密涨停

9月21日晚间立讯精密

发布了股权激励计划，昨日复

牌后，股价跳空高开，成交额

快速放大， 股价快速拉升，封

住涨停板，尾盘涨停板一度打

开，不过尾盘再度封住，报收

于29.49元。值得注意的是，昨

日立讯精密的成交额达到

4.10亿元，较此前显著放量。

立讯精密发布公告称，公

司拟采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股票的方式共授予激励股权

100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80%。 激励计划授予价格为

13.67元/股, 解锁条件为:

2015、2016、2017年公司扣非

净利润较2014年增幅分别不

低 于 67.44% 、140.70% 、

234.88%。此次股权激励的总人

数为1143人，约占公司员工总

人数的2.93%，包括公司中层管

理人员及对公司持续发展有直

接影响的核心骨干， 覆盖范围

较广。股权激励实施后，公司的

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

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股权

激励解锁条件中2015年扣非

净利润增速达到67.44%， 显示

公司对下半年的增长具有强烈

信心。 在大客户备货潮启动以

及Type-C等新产品的快速导

入下，公司业绩保持强劲增长，

未来增长动能有望持续。 短期

建议投资者关注。 (徐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