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2015年12月14日）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95.8 998.17 991.29 997.76 10.61 995.44

易盛农基指数

1119.25 1125.36 1117.49 1124.75 10.42 1122.32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2015年12月14日）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59.06 58.90 0.16 0.27

商品期货指数

674.86 676.87 678.03 672.43 675.97 0.90 0.13

农产品期货指数

804.11 803.92 806.84 798.80 804.44 -0.52 -0.06

油脂指数

534.28 532.74 538.31 528.67 534.26 -1.52 -0.29

粮食指数

1186.31 1186.73 1189.87 1178.92 1187.18 -0.45 -0.04

软商品指数

786.56 788.87 789.65 784.12 786.97 1.90 0.24

工业品期货指数

586.60 589.48 590.88 584.27 587.75 1.73 0.30

能化指数

549.82 550.49 550.71 542.81 550.19 0.30 0.05

钢铁指数

348.22 350.73 352.50 346.23 348.15 2.59 0.74

建材指数

440.83 441.96 442.78 438.19 441.05 0.92 0.21

期货创新人才不断孵化

日前， 在大商所2015年

“十大期货投研团队” 现场评

审会上， 大商所副总经理魏振

祥表示，大商所“十大期货投

研团队” 评选活动的目的在于

推动建设期货公司优秀资管团

队， 培养一批具有突出投资能

力、研发能力的人才队伍，促进

期货公司创新业务发展， 服务

期货公司实现发展战略转型。

魏振祥表示， 近两年期货

公司资管业务和风险管理子公

司创新业务成为期货公司利润

来源， 期货公司为促进传统经

纪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共同发

展， 对研发和资管人才的培养

需求比较强烈。 结合当前市场

的发展现状和期货公司的实际

需求，大商所自2014年“十大

期货投研团队” 评选活动开

始， 就把活动评比由侧重于研

发报告调整为团队的发展策略

制订和模拟交易操作， 更加注

重实际交易能力的培养。

据了解，大商所“十大期货投

研团队” 评选活动已经连续举办

七届，2015年“十大期货投研团

队”评选活动截至报名结束，共有

来自95家期货公司的172个期货

投研团队报名参赛。（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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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贴水大幅收窄 上行仍需量能配合

□本报记者 叶斯琦

12月14日，期指市场明显回暖，三大

期指低开高走，午后更是大幅拉升，期指

的贴水也大幅收窄。 分析人士指出，期指

收出的中阳线释放了向下破位的风险，贴

水不断收敛也暗示下方抵抗较强。 总体来

看，看多情绪有所上升，不过向上突破仍

需量能配合。

贴水大幅收窄

昨日，期指市场大幅上涨。 截至收盘，

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IF1512报3711.8点，

上涨122.4点或3.41%； 上证50期指主力合

约IH1512报2413.8点，上涨79点或3.38%；

中证500期指主力合约IC1512报7422.0点，

上涨206.8点或2.87%。

在期指强劲表现的带动下， 主力合约

的贴水幅度也大幅收窄，IF主力合约更是

由贴水转升水。截至收盘，IF1512合约升水

0.48点，IH1512合约小幅贴水 1.12点，

IC1512合约贴水19.03点。

中信期货投资咨询部副总经理刘宾指

出，昨日三大期指重演了12月2日的强力拉

升走势， 市场拉升的主要动能大致来自三

个方面： 首先是周末宏观数据略微好于预

期，尤其工业增加值增幅6.2％，增幅回升；

其次近期以有色为首的大宗商品在美元回

落及国内收储预期下出现反弹， 间接带动

有色股票出现拉升； 另外技术上连续调整

后触及重要支撑区，存在技术反弹需求。

至于期现价差， 前期虽然市场持续调

整，但贴水没有不断放大，说明市场情绪没

有因此转悲观；相反贴水不断收敛，暗示市

场下方抵抗较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

最近两个月市场新的特征， 就是新主力合

约会以高贴水出现，然后逐渐收敛，接近交

割时贴水几乎转平水。 这也是期货交割制

度的自然结果。

“昨日三大期指贴水大幅收窄，近月合

约收盘价已经大于现货指数，一改前期大幅

贴水现货指数的情况，并且部分期指合约远

月涨幅大于近月涨幅，说明市场对于期指后

市表现正在逐步乐观，市场看多情绪有所上

涨。 ”银建期货分析师张皓表示。

多头持仓仍较谨慎

持仓方面，昨日三大期指均出现明显的

移仓。总持仓方面，IF总持仓量减少350手至

40266手，IH总持仓量增加544手至17021

手，IC总持仓量减少759手至18065手。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三大期指中，昨

日只有IH持仓量有所增加，但IH当月合约

前20席位多头减仓831手， 空头减仓795

手，几乎持平，多头没有扩大优势，而IF和

IC多头减仓明显大于空头减仓， 说明多头

还是谨慎。

展望后市，刘宾认为，昨日蓝筹再度在

关键时刻力挽狂澜，遏制了调整步伐，也释

放了短期可能向下破位的担忧， 但是市场

能否一鼓作气在蓝筹领涨下形成向上突破

还是存在不确定。 首先，从期指数据看，投

资者还是较为谨慎；其次。即将面临美联储

加息时点，全球股市均略微受压，中国市场

能实现一枝独秀，还是有难度；另外，有色

周期板块反弹仍可能是昙花一现， 因此去

产能调结构的压力仍然较大， 基本面没有

太大改善。“综合来看，蓝筹已经没有去年

能形成持续拉升的条件， 所以IF和IH维持

区间震荡概率仍大，IC近期始终没有太好

表现，虽然有高送转等炒作题材，但同样没

有太好持续上涨基础， 所以预计IC也同样

继续维持震荡，等待更多的利好蓄势。 ”

不过张皓认为， 经过较长时间整理之

后，当前权重股行情启动条件已经具备，成

交量的放大将推动市场不断上涨， 当前金

融与地产等权重板块更加吸引资金关注，

因此预计后市三大期指合约走势将有所分

化，代表权重股的上证50和沪深300期指合

约表现将强于中证500期指合约。

鸡蛋期货多空分歧加大

□本报记者 王朱莹

12月3日以来， 鸡蛋期货

在经历了短暂反弹之后， 再度

回归弱势。截至昨日收盘，鸡蛋

期货主力1605合约已累计下

跌4.83%， 收报3169元/500千

克。成交量大幅增加，持仓量增

加10776手至13.18万手，显示

市场分歧加大。

现货方面， 据博亚和讯数

据显示，12月14日全国主产区

蛋价稳中弱势调整， 均价7.27

元/公斤，较上周五下降0.02元

/公斤。 其中山东、河南地区均

价最高为7.38元/公斤，河北地

区均价最低7.12元/公斤。

“目前天气好转， 主产区

货源供应不足，蛋商随收随销，

销区走货情况一般， 局部地区

弱势调整；近期市场消费平淡，

预计短期内蛋价或以持续稳定

为主，局部出现弱势回落。 ”瑞

达期货分析师朱致盛表示。

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王晓

囡表示，鸡蛋价格稳为主流，个

别地区小幅调整， 产区货源供

应尚可， 但养殖户以及经销商

整体库存偏低， 经销商采购情

况平稳，销区到货正常，走货不

快，业者多维稳观望为主，鸡蛋

现价短期或难有大幅波动。

由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

心、 卓创资讯共同编制的鸡料

比价数据模型显示，12月第2

周，全国鸡料比价为2.34，环比

上涨2.43%， 肉鸡未来养殖盈

利预期在1.50元/只。

“需求略好转， 蛋料比价

环比走高。 ” 卓创资讯分析师

李霞表示， 根据上周的鸡蛋及

饲料价格， 预计下一个养殖周

期结束时蛋鸡养殖盈利34.89

元/只。 因缺乏节日需求拉动，

终端消费仍较平淡， 部分食品

厂有采购意向， 整体需求略有

好转。 部分主产区生产及流通

环节有1-2天存货，经销商暂无

备货意向。 整体来看，需求面向

好发展， 饲料成本仍有下滑空

间，预计下周蛋价小幅上涨。

“肉鸡价格涨跌两难，鸡料

比价难有大波动。 ”卓创资讯分

析师崔晓明认为，短期内大肉食

毛鸡货源紧缺，屠宰企业收购压

力较大， 供应面因素利好市场。

但下游需求疲软，鸡产品走货不

快，需求面因素抑制毛鸡价格上

行。 综合考虑好空因素，大肉食

毛鸡价格涨跌两难，预计短期内

鸡料比价难有大的波动。但由于

前期鸡苗价格走高，鸡料比价平

衡点或将上行，养殖户补栏肉鸡

的盈利预期或将继续减少。

展望后市，王晓囡认为，目

前现货市场报价相对平稳，产区

库存偏低支撑价格，而销区走货

平稳，缺乏题材的情况下，现价

波动幅度有限， 而期货市场来

看，目前弱势并未有明显扭转的

迹象，不过期价贴水并且中长期

远期春节前采购需求情况下，近

期多头主力也明显增加，空头尚

未出场， 近期关注前期附近争

夺，短线或观望为宜。

中财期货分析师王庆文建

议，鸡蛋1601合约在3900元处

有较强阻力， 前期有空单的投

资者可减仓止盈， 鸡蛋1月临

近交割，前期鸡蛋1月和5月的

正向套利单可出局， 关注鸡蛋

5月和9月反向套利机会。

两大论坛将邀请产业核心企业、行业专家、经济

学家等分析宏观政策及产业状况，探讨未来市场价

格走势，传递行业信息，探寻市场机遇，助您在明年

的投资中有所斩获，诚邀您的莅临！

两大盛会携手开幕，把握形势展望未来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618-1199

公司网址：www.bcqhgs.com

油脂油料及玉米淀粉产业高峰论坛

2015年 12 月 18日·青岛

商品投资策略及市场走势分析高端论坛

2015 年 12 月 19日·武汉

参会咨询：0571-87633856

特邀讲师：曹 智 先生（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市场信息处处长）

汪 毅 先生（长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研究所所长助理）

王晓娟 女士（卓创资讯农业研究院油脂饲料行业研究员）

塑料期价维持修复性反弹

□本报记者 马爽

12月以来， 国内塑料期货整体呈现出

先抑后扬走势， 目前处于11月底反弹以来

的高位震荡区间。 周一塑料期货主力1605

合约开盘于7390元/吨，涨140元或1.9%。

业内人士表示， 商品市场气氛整体好

转、期现价差修复动力较强、外盘进口成本

略有抬升等因素共振， 对近期塑料期价构

成利好支撑。 展望后市，预计短期期价有望

继续维持修复性反弹， 但由于基本面情况

欠佳及期货价格大幅贴水已基本反应利空

预期，塑料近期将维持震荡格局。

国泰君安期货化工研究员谢龙表示，

近日塑料期价出现连续反弹的动力主要在

于两方面。 一方面近期有色行业召开会议

计划在明年减产， 使得有色板块出现强劲

反弹，带动商品市场气氛整体好转。另一方

面，11月上中旬市场整体气氛偏空，化工品

整体受到打压，导致期现价差偏离过大，而

目前处于反弹过程中，基差修复动力较强。

国信期货分析师贺维认为， 除了石化

托市力挺现货， 导致主力贴水处于历史高

位，基差存在修复要求之外，人民币持续贬

值， 外盘进口成本略有抬升以及国内股市

上涨，短期乐观情绪外溢等，也是支撑塑料

期价连续反弹的因素。

尽管近日塑料期价表现偏强，但现货市

场报价震荡走软，需求延续平淡，实盘成交一

单一谈。 重庆市场PE价格弱势整理。 线性期

货高开震荡，询盘情况平平，贸易商多随行就

市让利报盘。终端需求无起色，周初交易热情

不高，实盘成交少。 成都市场PE价格部分下

滑。线性期货早间高开震荡，然受中油西南下

调出厂价影响，市场交投氛围清淡，商家心态

欠佳。 下游需求仍无好转， 成交刚需为主。

年底资金偏紧，下游厂家备货意愿偏低，随买

随用仍是主流，贸易商出货难以放量，对塑料

现货价格形成较大牵制。

谢龙表示，目前塑料市场基本面情况仍

欠佳。 供应方面，本月国内装置检修略多于

11月份， 且贸易商反映本月进口将有回落，

为近几个月来低点。 因此，供应上较11月份

偏少。需求方面，下游农膜生产高峰已过，企

业开工12月份回落，包装膜及其他下游表现

平稳，但开工率较往年同期下降。库存方面，

目前压力不大， 无论石化库存还是贸易商、

下游企业均处于较低水平。 由于临近年底，

加上反弹行情中已有部分备货，且原油近期

表现极度疲软，导致目前现货市场上成交不

足，价格较本月上旬小幅回落。

贺维解释认为，12月原油价格破位后

出现连续大跌， 其对石化产业链冲击风险

尚未完全释放，成本端仍存下行压力，预计

短期塑料期价将维持基差修复性反弹。

谢龙则认为， 除了低迷的油价对于化

工品价格造成的心理影响外，，春节前后需

求将大幅回落，而供应上，检修装置将陆续

返工，且月底有新装置投入生产，增加市场

供应。由于目前期货价格大幅贴水现货800

元-1000元， 基本上已反应利空预期。 因

此，目前阶段期价可能维持区间震荡走势，

后期若出现库存快速积累并带动现货走

低，可能将带动期价随之下行。

期货公司发力私募服务业务

伴随着期货资管业务的发

展壮大，为私募服务的业务需求

应运而生。 日前，记者了解到，期

货公司在发展期货资管的同时，

也在私募服务业务上进行着更进

一步的努力，例如日前海通期货

与中国民生银行联合搭建的国内

首个“私募孵化平台+”战略。

今年下半年， 受股市影响，

私募产品急速由热转冷，行业陷

入阵痛之中。 8月，海通期货推出

酝酿一年之久的私募“明日之

星” 活动，发掘有潜力的私募机

构，通过银行、评估机构及孵化体

系和一站式PB行政服务，帮助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 这同时改写了

业内“收益为王”的单一评判标

准，通过不同维度和标准遴选最

具潜力的私募机构，为加盟机构

提供五大价值一站式服务。 活动

推出后，短短一个月内报名私募

机构便突破了1000家。（官平）

原油直逼白菜价 多头梦暂难续

□本报记者 王超

上周国际油价重挫， 纽约轻质原油

（WTI）和北海布伦特原油主力期货合约双

双失守每桶40美元大关， 触及七年新低，周

跌幅分别为10.88%、11.79%， 为今年最大周

跌幅。 周一(12月14日)，美原油价格延续走

弱， 截至记者发稿， 美原油1月合约交投于

35.34美元/桶，维持在近七年低位。 市场分析

人士对2016年原油供应过剩形势表示担忧。

他们认为， 国际油价短时间内反扑上行的可

能性较低，而继续探底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油价直逼30美元大关

原油库存一直是悬在油价上方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 12月4日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会议结束后宣布，继续维持原油

产量以保持市场份额， 目前的原油日产量

目标仍然是3000万桶。

OPEC11月月度报告显示， 该组织成

员国11月原油日均总产量上升至3169.5万

桶，创三年半以来新高。

分析人士认为，OPEC会议维持接近纪

录的产量目标不变， 试图通过此举将美国

生产商挤出市场， 尽管油市供应过剩已经

压低油价。 但这一行为本身可能会令原油

供给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

国际能源署(IEA)上周五(12月11日)表

示，随着需求增速放缓以及OPEC实现产量

最大化的决心再现， 全球石油供应过剩的

局面将持续到2016年晚些时候； 一旦对伊

朗的制裁取消，伊朗增加出口，那么全球库

存还将进一步上升。

市场预估，实际上OPEC成员国的日产

量一直维持在接近每天3150万桶的水平。

OPEC11月供需报告公布的数据预测，今

年全球的原油需求量为9290万桶/日，非

OPEC原油产量为5720万桶/日，OPEC液

态天然气产量大致在600万桶/日， 差值为

2970万桶/日。 由于OPEC原油没有减产，

OPEC维持3150万桶/日的供给量，全球原

油供给每天过剩180万桶。

多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分析

师认为，OPEC会议摧毁市场信心、 页岩油

开采降温缓慢、美国原油储备保持高位、中

国战略原油储备难以扛起需求大旗， 当前

油价利空重重，未来仍有进一步下跌空间。

目前美国原油近月价格为2009年2月来低

位， 美国原油在金融危机期间低位是2008

年12月创下的32.40美元/桶。

高盛指出，原油库存还在继续积累，新

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缓慢， 以及伊朗

所面临的国际制裁可能将被撤销， 而市场

通过运营压力调整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

预计油价在未来几个月时间里面临下行风

险，其现金成本为接近20美元/桶。

不过，法国兴业银行则认为，现在已

经到了该买入原油的时候， 原因是那些

面临财政赤字的OPEC成员国将被迫采

取减产措施。 该行预计，原油价格将在明

年反弹。

多头短期或梦断美元

多头不死，空头不止。

美国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12月8日的当周，对冲

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手持的西德克萨斯

中质原油期货及期权净多头仓位触及五年

低位。 数据显示，净多头仓位下滑1.0289万

张至8.0474万张，为2010年8月以来最低位。

而空头仓位则较上周增加5.8%。上周为对冲

基金连续减持原油多头头寸的第五周。

据媒体消息，在原油不断大跌的糟糕情

况下，“原油交易之神”Andrew� J. � Hall旗

下的能源与大宗商品对冲基金Astenbeck�

Capital今年将出现基金成立以来最差劲的

表现。 根据路透上周二的报道，该基金11月

份下跌10%，今年迄今已经下跌26.3%。

但Andy� Hall似乎并不想认输， 他在

12月1日给投资者的信件中写道：“由于短

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背离， 价格可能会暂

时保持波动。 短期来看， 市场依然供应过

剩， 库存已经很高， 明年可能继续有所上

升。不过从长期来看，无论从任何合理的评

估手段来分析，价格已经跌无可跌，全球闲

置产能非常之低。 从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以

及当前投资者的头寸来看， 短期价格大涨

是非常有可能的。 未来一个月左右价格显

然可能进一步下跌， 但将这种可能性与几

乎不可避免的价格上涨放在一起考量，结

论是，现在还不是退出市场的时候。 ”

法兴银行认为，油价反弹的契机将来

自OPEC成员国“财务状况” 和“运营压

力” 。 英国《金融时报》曾披露，沙特从今

年8月起， 每月出售53亿美元主权债券以

维持财政。

尽管多头之心不死，但短期来看油价上

涨的希望或将梦断美元， 因本周晚些时候，

市场将迎来美联储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

预期美联储将启动10年来的首次加息。今年

大部分时间，对美联储加息时间的猜测一直

左右市场情绪，美元一路上扬，一度升破100

关口，油价也受到一定打压。

据彭博社上周五(12月11日)公布的最

新调查显示， 分析师及交易员看空本周

NYMEX原油价格走势。 在接受调查的30

位分析师中， 看涨5人 (17%)， 看跌17人

(57%)，看平8人(26%)。

■ 机构看市

中金公司：在沉寂将近两周以后，

A

股

市场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发力上扬。 现

在这个时点上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以及注

册制的推进都有了很好的消化， 超预期的

利空发生可能性很小。 而周一又恰逢新股

申购，巨额资金冻结无法入市，正是多方发

力的好时机。 往后看市场已经走在了强势

周期下， 预计未来几个交易日市场重心将

不断上移， 是否能突破前期的平台还需要

观察成交量配合的情况。

中州期货：周一早间股指延续颓势跳空

低开，不过随后却在券商、有色、煤炭等权重

板块拉升带动下震荡走高，终盘报收一根长

阳线，但量能依旧维持在低位水平。 当前市

场再度进入打新阶段，打新资金冻结期市场

大涨的一幕再现， 短线有望维持强势格局，

但后市想要向上突破仍需量能的配合。

金汇期货：价格走势上，随着指数的强

势拉升，市场开始摆脱之前弱势的格局，但整

体仍处于平台震荡之中。操作上，指数是否能

够完成格局突破尚未能定论，场外投资者短

线建议不要过度追逐。（叶斯琦 整理）

天然橡胶中长期弱势难改

□王岩 王洋

临近2015年收官，天然橡胶抄底的声

音此起彼伏， 但理由无外乎是超跌或者太

便宜。 回顾2015全年，除4、5两个月，橡胶

的主旋律就是下跌，尤其6到12月，上期所

的天然橡胶自高点一路滑落近四成， 似乎

只有黑色系才能与之媲美。 但天然橡胶价

格真的可以抄底了吗？

长周期的测算维度在月级别以上。 在

如此时间跨度上， 全球政治资本环境不可

不仔细推敲。美元上涨趋势依旧，现在恐怕

才到中途。在全球经济去杠杆的洪流中，全

球资本主要配置债券、证券，大宗商品免不

了被抛售。包括黄金、原油、橡胶。全球资本

市场除非洲以外，最不稳定的是拉美，其次

是东南亚各国。东南亚的主要产胶国里，随

着原油的下跌， 马来西亚政府的收入是个

大问题，该国货币林吉特已经给出了答卷；

考察印度尼西亚官方的相关数据， 似乎除

了政府负债是正增长外， 剩下的差不多都

是负增长。同样，印尼盾也很清晰地出现了

麻烦。天然橡胶另一个主产国泰国，其金融

体系相对比较稳固。 在2001年以后，全球

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 泰国是比较特立独

行的。如果不允许人民币资产的融合，仅期

盼于环太平洋自贸协议TPP的外围拉动，

则“远水解不了近渴” 。泰铢的弱势也无法

改变。 东南亚各主要产胶国本币的贬值预

期，反映在本币资产的抛售上，例如对过剩

天然橡胶的大量抛售，而不可能捂盘惜售。

在2009年到2011年间， 由于中国短

期大幅度增长的工程载重胎的需求，造成

了天然橡胶上下游错配。随后一波凌厉的

上涨让天然橡胶嗅到了40000多元每吨

的气味, 东南亚各产胶国试图增加产能，

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殊不知，随着这几年

中国需求增速的减缓。 笔者调研发现，市

场定价的话语权几乎已经完全移到了下

游，甚至是完全的终端消费。 这是价格接

近底部的表现。

中国是全球天然橡胶最大的需求国，

一年消费量大概在400多万吨， 产量大概

70-80万吨，对外依存度超80%。 在供给侧

改革的新思路中， 橡胶产业链的供给侧在

国外，那么国内的改革也简单了。 年中，一

些橡胶研究员去中国轮胎产业集中地东营

调研。 据研究员反馈，轮胎厂很差，开工率

很低。笔者也去几个典型轮胎厂考察，得出

了不一样的结论。 天然橡胶的下游

轮胎厂还处在缩减产能、 逐步整合

的过程中， 当前天然橡胶产业链去

产能整合远没大面积波及到上游橡

胶园。

另外， 原油的战略地位下降，国

际原油价格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大

幅度上涨。 由于丁二烯的产能在

2012年迅速扩大后， 苯乙烯一个品

种不会把通用合成胶的价格抬很高。

那么低廉的通用合成胶一定会拖累

天然橡胶的价格。 随着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深入开展，从泰国等东南

亚国家进口的天然橡胶关税也将陆

续降低， 另外我国对外依存度很高，

所以国储局近几年一直对橡胶进行

收储。 当国家对农产品部分退出收

储，加大对农民直补的开始，近几年

因为收储而创造的天然橡胶上涨行

情应该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综上所述，全球天然橡胶的格局中长

期会一直处在弱势之中。 （作者：方正物

产橡胶部）

可尝试布局牛市价差策略

受50ETF价格反弹带动，

昨日50ETF认购期权合约价

格大幅上涨， 而认沽期权合约

价格大幅下跌。平值期权方面，

12月平值认购合约“50ETF购

12月2400” 收盘报0.0585元，

上涨98.31%；12月平值认沽合

约“50ETF沽12月2400” 收盘

报0.0415元，下跌51.18%。

成交方面， 周一期权总成

交量回升，共计成交225471张，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30954张。

波动率方面， 近期认购期

权合约特别是12月合约隐含

波动率明显上升， 而认沽期权

隐含波动率维持震荡。 截至收

盘 ，12 月 平 值 认 购 合 约

“50ETF购12月2400” 隐含波

动率为31.34%；12月平值认沽

合约“50ETF沽12月2400” 隐

含波动率为31.01%。“认购期

权隐含波动率持续回升显示在

50ETF持续下挫数日之后，投

资者通过买入认购期权博反弹

的意愿增强。 ” 光大期货期权

部刘瑾瑶表示。

对于后市， 刘瑾瑶认为，本

周市场情绪趋于谨慎，但周一的

上涨无疑向市场释放出积极信

号。对于近期持续被炒作的风险

事件，市场早有预期，反倒是“利

空出尽”或将带来反弹机会。 预

计反弹走势有望延续，但暴涨的

可能性较低。 在震荡偏强行情

下，建议投资者布局牛市认购垂

直价差策略。（马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