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卫星创历史新高

4月29日，国防军工板块

整体较为强势。其中，中国卫

星低开于 41.5元后低位震

荡，一度下跌至40.35元。 不

过，10时之后， 该股突然发

力，大幅拉涨，并于10时50分

左右封住涨停板， 最终报收

于47.34元，上涨4.3元。 本周

前三个交易日， 中国卫星累

计上涨25.57%。 在沪深300

指数中， 该股的指数贡献为

0.9%。

有消息指出， 为了保障

“一带一路” 通信卫星信号

无障碍，国内的相关企业和

政府机构已经对 “一带一

路” 的卫星发射进行了规划

和研究，未来三年到五年内

有望发射多颗通信卫星。 与

此同时，“一带一路” 途经

国家的通信信号也将逐步实

现全覆盖。 从而在通信领域

为 “一带一路” 铺平道路。

短期看， 卫星发布进入密集

期， 中国卫星以微小卫星业

务为主， 业绩有望迎来高增

长； 中长期看， 行业将随着

全球组网开始而进入爆发式

增长期。

分析人士认为，北斗卫

星与数据挖掘、物联网等技

术手段相融合，将在智慧城

市建设中发挥作用。 未来国

家可能在政策及资金层面

大力推广北斗产业，北斗行

业及民用市场将启动，相关

公司估值空间有望全面打

开。 作为北斗的主力供货

商，中国卫星中期有望继续

上涨。 (叶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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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轮船高位回调

此前强势领涨的央企合

并概念昨日震荡回调，其中招

商轮船大跌逾6%， 迎来高位

回调。

招商轮船昨日高开后，一

度震荡上扬，不过随后便快速

回落， 此后维持低位震荡，尾

盘 报 收 于 10.40 元 ， 下 跌

6.14%。 值得注意的是，4月以

来，招商轮船加速上涨，累计

上涨53.39%， 不过昨日收出

一根高位阴线，短期整固需求

增大。

受益于四大航运央企合

并的消息， 招商轮船强势上

攻， 不过央企重组是一个长

期目标， 国企改革总体方案

尚未出台， 大规模的重组可

能不会马上出现， 短期伴随

着央企合并预期的降温，招

商轮船料震荡整固。 此外，招

商轮船一季度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13.62亿元， 较上年同比

增长106.22%。 实现净利润

2.25亿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

22.63%，略低于市场预期，短

期招商轮船震荡回调概率增

大。 (徐伟平)

现券方向不明 期债等待指引

□本报记者 张勤峰

29日， 国债期货市场交投清

淡，盘面波动有限，在政策面进一

步明朗前， 多空双方均不敢贸然

出手。 市场人士指出，短期债市方

向不明，期货投资者不妨观望，中

线做多头寸仍可持有，短期谨慎、

中期乐观的判断不变。

期债窄幅震荡

29日，国债期货市场延续前一

日的横盘格局， 五年期国债期货微

涨，十年期微跌，市场交投清淡。 具

体看， 五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TF1506全天窄幅震荡，收报98.390

元，微涨0.035元或0.04%；十年期国

债期货主力合约T1509收报97.690

元， 微跌0.020元或0.02%。 成交方

面，五年期合约共成交7146手，较前

一日再减1360手；十年期合约共成

交2236手，较前一日略增612手。

现券市场方面，29日银行间

市场债券收益率略见上行。 早间

中国农业发债银行招标的三期固

息金融债需求一般， 中标利率均

持平或高于二级市场利率， 显示

市场上配置户出手意愿不强，交

易户在看不到明确方向的情况

下， 参与兴趣也不高。 二级市场

上，成交利率稳中小涨，如剩余十

年左右的国债150005尾盘成交在

3.38%，与前一日尾盘持平；剩余

七年左右的150007尾盘成交在

3.34%，微涨1基点。

货币市场方面， 尽管临近月

末、小长假及新一轮IPO，市场上

跨月和跨IPO期限的资金需求有

所上升， 但是大行供给意愿仍很

强，29日市场资金面仍显宽裕，中

短期限回购利率稳中有降。

节前难有突破

上周， 江苏未能如期打响

2015年地方债发行的“头炮” ，市

场猜测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就地

方债发行定价等核心问题仍未能

达成共识， 是造成江苏债发行推

迟启动的主要原因， 而这一问题

可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然而，市

场初步预计今年内将有1.77万亿

元的地方债排队待发， 启动发行

的时点越晚， 意味着后续的供给

冲击将越集中， 而考虑到存量地

方债务到期时点及地方政府资金

需求情况， 财税部门亦希望推动

加快地方债发行进程。 另外，近期

已有多个省份发布组建承销团的

通知。 综合起来看，地方债发行启

动时间已经不远。 这是目前债券

市场的一块“心病” ，从一级市场

表现平平上即可见一斑。

债券交易员指出，地方债供给

担忧挥之不去，市场亦在等待相关

部门给出解决方案，在政策面进一

步明朗前， 机构观望情绪很重，令

债券行情承压。 但与此同时，近期

资金面持续宽裕，资金利率保持在

低位， 使得债券的套息空间犹存，

在一定程度上为债券下跌提供了

安全垫。 可以说，目前债市处于上

有压力下有支撑的状态，在政策面

明朗前，震荡或是行情主基调。

国债期货研究员进一步指出，

节假日前投资者交投意愿不高，短

期债市方向不明，期货投资者不妨

观望， 中线做多头寸仍可持有，从

中长期看，供给不是债市运行的主

导因素， 政策面趋松也是市场共

识，债券慢牛行情未至终点。

上实发展强势涨停

停牌1个多月的上实发

展于昨日复牌后一字涨停，股

价报收于16.63元， 成交额仅

为1135万元。

上实发展4月28日晚发

布收购公告称 ， 公司拟以

11.70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5亿股， 募集资金不超过

60亿元，用于收购上投控股

100%股权、 投资青岛国际

啤酒城改造项目二三期工

程 、 收购龙创节能 42%股

权、对龙创节能增资偿还银

行借款并补充流动资金。 公

司拟收购自然人江建钦、吴

建川、庄伟峰持有的湖南省

丰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1858.43万元，同时同比例承

担湖南丰盛的股东借款约

2.54亿元。

上实集团方面表示，上实

发展收购的上投控股是上实

集团前期参与国资国企重组

获得的资源，未来将通过不同

方式整合这些资产。同时上实

集团仍将继续参与国资国企

重组，为上实系企业带来良好

的投资机会。

分析人士指出， 一方面

公司停牌期间市场整体上

涨， 复牌后上实发展补涨动

力较足， 从复牌首日的表现

来看，投资者惜售情绪浓厚，

筹码高位锁定度较高； 另一

方面， 围绕国企改革的主题

投资仍然是市场重要的投资

主线， 上实发展也有望获得

资金的持续热捧。 短期该股

料将延续升势。 (徐伟平)

利好政策助力 中兴通讯涨停

经历本周二的整体调整，

沪深股市昨日迎来普涨，受益

于政策面的利好，中兴通讯强

势涨停。

中兴通讯昨日小幅高开

后，震荡上行，此后维持高位

整固，下午两点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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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6元。

消息面上，4月28日，工信

部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一

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新

闻发布会” 上介绍称，今年工

信部继续推进“宽带中国”战

略，加大宽带覆盖率、提升宽

带速度， 计划到年底8兆以上

宽带覆盖率达到55%，比2014

年的46%增长9个百分点；工

信部还将在有条件的地区直

接推广50兆、100兆高带宽的

接入服务，今年计划新增用户

超过2亿户。 此外，光纤到户宽

带的覆盖率也将进一步提升，

计划今年新增用户8000万户。

分析人士指出，促进信息

消费升级是我国推动经济转

型的重要引擎，国家在政策面

也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扶持，相

关产业的发展明显提速。受益

于政策面的利好，短期中兴通

讯料将保持活跃。 (徐伟平)

洛阳钼业强势涨停

在国务院决定实施稀土

钨钼资源税改革的消息刺激

下，4月29日， 有色金属板块

表现强势，在中信一级行业指

数中涨幅排名第三，其中洛阳

钼业强势涨停。昨日洛阳钼业

高开于15.65元， 早盘高位震

荡之后，于9时50分左右突然

拉升，封住涨停板，最终报收

于16.61元，上涨1.51元。 在沪

深300成分股中，该股的指数

贡献为0.17%。

消息面上，4月28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

稀土钨钼资源税改革，促进理

顺资源税费关系。 从2015年5

月1日起，将稀土、钨、钼资源

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并按照不增加企业税负的原

则合理确定税率。 同时，进一

步清理和规范收费， 将稀土、

钨、钼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

降为零，停止征收相关价格调

节基金，取缔省以下地方政府

违规设立的相关收费基金。研

究建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

此外，4月23日财政部发

布消息，我国将取消钢铁颗粒

粉末、稀土、钨、钼等产品的出

口关税，对铝加工材等产品出

口实施零税率。

分析人士指出， 稀土钨

钼资源税改革、 取消出口关

税等措施， 将促进稀土行业

的转型步伐加快， 有利于增

强我国稀土出口的定价权，

相关行业开采有望变得更为

规范， 特别行业龙头有望获

得更大市场份额， 洛阳钼业

有望延续升势。 (叶斯琦)

上证50震荡收红 中证500一路上扬

多头“驰援” 期指三兄弟殊途同归

□本报记者 叶斯琦

“暂时把周一和周二期指上

的空仓平掉， 两天收获了超过百

点的盈利， 等待再次建仓的时

点。” 4月29日，“空头” 老徐闻到

了期指上涨的气息， 在早盘及时

锁定盈利，全身而退。

昨日，在多头大幅增兵之下，

三大期指的持仓量均有所增加，

带动期指走出明显强于现指的态

势，三大期指全线收红。分析人士

认为， 当前中证500期货贴水幅

度较大，随着交割日接近，期指有

向现货回归的需求， 盘中存在较

大套利机会。展望后市，在大趋势

比较明显时， 中证500期指将偏

强； 不过如果出现一定的系统性

风险， 资金将流向估值较低的大

蓝筹股，此时上证50期指就有望

强于中证500期指。

上证50、中证500：

大折腾与一根筋

昨日，三大期指全线收红，成

交量均有所萎缩。 其中，中证500

期指一路上扬，涨幅最大；相比之

下，上证50指数则延续着前一交

易日的宽幅震荡节奏， 最终勉强

守住红盘。 截至收盘，沪深300期

指主力合约IF1505报收于4771

点，上涨70.8点或1.51%；上证50

期指主力合约 IH1505报收于

3295.2点，上涨8.2点或0.25%；中

证500期指主力合约IC1505报收

于 8302.2点 ， 上涨 214.8点或

2.66%。

对于昨日“中证500强、上证

50弱” 的分化，银河期货研究员

周帆表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

先， 昨日中证500现货指数走势

较强，带动期指一路上攻；其次，

当前中证500期货贴水幅度较

大，随着交割日接近，期指有向现

货回归的需求。

“近期风格轮动特征明显，

前几日在重组预期的推动下大盘

股强势上行， 使得小盘股连日回

落。昨日，前期跌幅较大的互联网

板块重新拾回接力棒， 使得中证

500指数明显强于上证50指数。”

光大期货股指期货分析师任静雯

指出。

期现溢价方面， 上证50期指

延续着全线升水的节奏， 相比之

下，中证500期指贴水幅度依然较

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证500期指

的基差再度出现大幅波动。 其中，

IC1505合约一度从贴水两百余点

缩窄至收盘时的126.05点。

对此，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近期中证500期指的基

差变动很大，多次从200点左右缩

窄至0附近， 盘中套利机会很多，

这主要是由资金对中证500期指

中期顶部判断出现误差导致。 很

多资金是中期看空中证500期指，

不过却是选择做空近月合约，未

曾料到中证500期指短期走势如

此强劲，因此损失惨重。

三大期指迎多头增兵

昨日， 三大期指均有大幅兵

力“驰援” 。其中，沪深300期指的

总持仓量增9795手至196677手；

上证50期指的总持仓量增3888

手至48875手；中证500期指的总

持仓量增2046手至22235手。

中金所公布的盘后持仓数据

显示，主力席位方面，多头明显强

于空头。在IF1505合约中，多头前

20席位累计增持8420手买单，而

空头前20席位仅累计增持8097

手卖单；在IH1505合约中，多头

前20席位累计增持买单3516手，

略胜于空头前20席位3435手的

增持幅度； 在IC1505合约中，多

头前20席位的1883手“援兵” 也

强于空头前20席位的1464手。

业内人士认为， 市场参与者

增加、 多空分歧加大以及期现套

利空间增加是总持仓量增加的主

要原因。“但在当前点位，主要原

因还是多空分歧加大， 周二的下

跌使得许多投资者认为当前点位

可能会出现调整， 而做多者依然

较为坚决，因此持仓量上升。 ”

展望后市，周帆认为，未来市

场依然有望延续热点轮动的格

局，大小盘股轮番上涨。在大趋势

比较明显时， 中证500期指将偏

强； 不过如果出现一定的系统性

风险， 资金将流向估值较低的大

蓝筹股，此时上证50期指就有望

强于中证500期指。 总体而言，未

来市场延续上涨的可能性较大，

在沪指4900点附近可能会有调

整要求，应密切关注政策面情况。

不过，任静雯则提醒，一方面

融资余额达到1.7-1.8万亿元，不

仅创历史记录， 还达到了券商可

承受的上限， 场内封闭基金不再

折价， 场内基金的B份额溢价明

显； 另一方面， 随着股票供给增

加，资金面压力较大，因此短期或

出现高位震荡。

成交锐减 期权市场拉响节日风险警报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走势胶着影

响，昨日50ETF认购期权合约涨跌不

一，但幅度均不大；认沽合约同样涨跌

参半。截至收盘，主力5月合约中，平值

5月购3200合约收盘报0.1781元，上

涨0.0008元，涨幅为0.45%；平值5月沽

3200合约收盘报0.1430元， 下跌

0.0041元，跌幅为2.79%。

成交方面，昨日期权市场成交

量锐减近半， 持仓量则继续增长。

共计成交22830张，较上一交易日

减少16071张。 其中，认购、认沽期

权分别成交12434张、10396张。

随着50ETF价格上涨势头放缓，认

沽期权成交量相较认购期权有所

增长，认沽认购比率升至0.836。 持

仓方面，期权共持仓105013张，较

上一交易日增4693张， 成交量/持

仓量比率降至22%。

银河期货期权部表示，4月29

日，主力期权合约持仓量Put（认

沽）/Call （认购）Ratio由0.82小

幅上涨至0.83。 持仓变化方面，认

购期权持仓未有较大变化，仅在虚

值平值期权合约持仓增加较多；认

沽期权持仓量亦未有较大变化。

波动率方面，5月期权合约隐

含波动率整体维持在39%-57%

之间。 其中，平值5月购3200合约

隐含波动率为45.01%；平值5月沽

3200合约隐含波动率为43.88%。

“主力合约刚挂牌一般会呈

现波动率升高回落现象， 观察到

近日平均隐含波动率较高， 而历

史隐含波动率较低， 可考虑看空

波动率策略。结合Put/Call� Ratio

持仓量升高， 表明后市可能看多

的情绪， 推荐看空波动率的投资

者， 卖出跨式策略或宽跨式策

略。 ”海通期货期权部表示。

此外，今日为“五一” 小长假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根据以往情

况，持有现货的投资者为规避长假

期间可能出现的“风险” ，倾向于

选择落袋为安，待到节后再另行布

局。 对此，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瑶

表示， 自从有了期权这种工具后，

投资者可以不用急于在节前清仓，

而是通过买入认沽期权为现货头

寸买一份“保险” 。 节假日政策面

利空或利多难以预料，可以通过买

入认沽期权操作让投资者高枕无

忧。该策略一方面可规避价格下跌

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保留价格上涨

带给投资者的盈利机会。 例如，持

有现货50ETF的投资者可考虑买

入5月沽3200合约。

银河期货期权部表示， 考虑

到5月合约期权隐波率处于历史

高位，建议投资者建立不跌策略，

可考虑卖出略虚值行权价的认沽

期权。

基于对未来风险进行有效控

制角度， 海通期货期权部推荐一

级投资者对于持仓蓝筹股的投资

者，可考虑保护性看跌策略，买入

认沽期权。 对于持仓为创业板、中

小板股票的投资者， 可买入虚值

或平值看涨期权， 赚取未来行情

上涨利润； 二级投资者买入看涨

期权；三级投资者看空波动率，构

建卖出跨式或宽跨式策略。

中州期货：期指再度收涨，宽

幅震荡思路。 经过上一交易日杀

跌后， 昨日股指再度呈现出震荡

上行之势， 盘面上呈现出明显的

八二格局， 场内整体氛围依然偏

暖。 当前市场整体向上的趋势完

好，但近期盘中振幅明显加剧，短

线波动剧烈， 近期股指料维持高

位宽幅震荡整理走势， 暂以日内

短线思路参与。

首创期货：周线级别来看，期

价连创新高，七连阳，延续上涨趋

势。 操作方面，五一小长假临近，

节后首周新股申购， 但场外资金

不断入场，

IPO

对资金面影响有

限。期指长期牛市格局不变，前期

多单可继续持有， 短期内有调整

压力，日内短多参与。

华西证券：盘面上，大盘成

交量萎缩明显，中字头央企冲高

回落，大盘反弹乏力，后市或将

震荡调整， 但大盘下跌空间有

限。 而在权重股陷入调整时，创

业板再次崛起放量大涨，东方财

富、乐视网、掌趣科技等权重股

纷纷涨停， 有望继续挑战新高。

操作上，继续持股为主，对于前

期涨幅过大的蓝筹可选择减持，

关注具有政策利好和预期的板

块。 （叶斯琦整理）

两融余额再创新高“双刃剑”效应需警惕

□本报记者 李波

4月 28日， 两融余额达到

1.82万亿元， 再度刷新历史新

高， 不过融资净买入额环比显

著下降， 反映做多激情有所降

温。 行业融资分化特征依然明

显， 银行和非银金融板块的融

资净买入额遥遥领先， 国防军

工、 计算机等板块出现融资净

偿还。 个股方面，中国重工、中

国南车、 中国石油等近期强势

的中字头股票的净偿还额居

前。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市场行

至阶段高位敏感期， 随着两融

余额的持续攀升， 杠杆资金可

能引发的震荡风险随之上升 ，

两融助涨助跌的 “双刃剑” 效

应不容忽视。

两融余额再创新高

4月28日，沪深两市大盘震荡

回调，个股大面积下跌。 而这并未

阻碍两融市场的交投热度， 继27

日两融余额突破1.8万亿后，28日

再度改写历史纪录。

据WIND统计，截至4月28日，

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为1.82万亿元，

环比4月27日的1.81万亿元继续提

升，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融资余额

从4月27日的1.80万亿元增加至

1.81万亿元，融券余额则从27日的

94.50亿元下降至91.56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8日市场融资

净买入76.14亿元， 环比27日的

254.70亿元明显下降。其中，融资买

入额大幅回落，从27日的2386.24亿

元降至2234.21亿元；融资偿还额则

小幅提升，从27日的2131.54亿元增

至2158.07亿元。 这表明，融资客做

多热情环比明显降温。

当前， 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双

宽松，改革加速推进，经济下行令

稳增长加码预期提升。 政策暖风

为慢牛前行夯实了道路， 改革红

利不断引爆相关投资主题， 这就

使得投资者对于市场的心态较为

乐观， 对于杠杆操作的心态也就

偏于积极。 在此格局下，两融余额

自4月20日以来单边上行，快速突

破1.8万亿元，持续刷新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情绪和资

金的放大器，融资融券是把“双刃

剑” ， 既能够推动市场快步上行，

也会在调整期成为助跌利器。随着

两融余额快速攀升，杠杆资金对市

场的影响力日益加大，由此引发的

波动风险随之上升。当前多空分歧

加大，大盘高位震荡，一旦融资盘

偿还涌出或融券做空，那么将对市

场带来强烈冲击。 特别是，两融操

作活跃的主力资金多以短线交易

为主，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操作风

格激进，在当前的敏感期，此类资

金的异动也将加剧市场波动。

行业分化特征明显

28日行业板块的融资情况继续

呈现分化特征，净买入和净偿还并存。

具体来看，28个申万一级行

业板块中， 有17个板块实现融资

净买入。 其中，银行和非银金融板

块的融资净买入额遥遥领先，分

别为28.95亿元和21.94亿元，医药

生物、 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板块

的融资净买入规模都在7亿元以

上。 而在11个遭遇融资净偿还的

板块中，国防军工、计算机和钢铁

板块的偿还力度最大，分别为7.65

亿元、7.47亿元和6.72亿元。

二八分化格局下，28日融资

客大举布局银行、 非银、 交通运

输、公用事业等蓝筹板块。 不过，

从昨日的市场表现来看， 上述四

类板块位居涨跌幅榜末位。 这意

味着加仓蓝筹股的融资客昨日跑

输市场，甚至出现浮亏。

当前， 融资净买入和净卖出

额度居前的均为蓝筹股， 反映蓝

筹股内部出现分化。 前期抢镜的

部分央企重组概念股遭遇大规模

净偿还，而低估值的银行、保险、

家电龙头股则受到融资客青睐。

这反映出融资资金进出的脚步加

快，且谨慎心态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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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654 -246 160 -1.0% -0.0072 0.7298 2.50 0.0046 -0.0014 -23.3% 192 13 2,341 26

-16 358 -68 45 -1.3% -0.0091 0.6929 2.55 0.0044 -0.0016 -26.7% 162 26 1,470 118

-14 334 -81 80 -1.2% -0.0077 0.6323 2.60 0.0065 -0.0015 -18.8% 138 -70 1,492 98

-27 185 -193 108 0.4% 0.0021 0.5981 2.65 0.0091 0.0001 1.1% 158 -311 1,790 73

-5 692 -88 112 -2.3% -0.0130 0.542 2.70 0.0132 0.0002 1.5% 470 -244 1,825 163

-67 544 -92 144 -1.4% -0.0072 0.4958 2.75 0.0178 -0.0002 -1.1% 429 -90 1,870 176

-32 652 -45 186 1.3% 0.0061 0.4671 2.80 0.0235 -0.0005 -2.1% 381 -175 1,753 151

-11 735 -180 113 -2.7% -0.0112 0.4068 2.85 0.0315 -0.0005 -1.6% 231 -490 1,307 75

-44 710 -337 160 -3.4% -0.0129 0.3691 2.90 0.0402 0.0002 0.5% 346 -756 1,329 96

-4 1,341 -284 165 -0.8% -0.0026 0.3334 2.95 0.0501 -0.0009 -1.8% 610 -649 1,248 12

50 2,638 -163 1,271 -2.4% -0.0072 0.2928 3.00 0.0657 0.0017 2.7% 699 -751 2,442 63

108 3,280 -1,527 1,008 1.5% 0.0035 0.2355 3.10 0.0989 -0.0031 -3.0% 1,247 -353 3,031 304

-40 7,205 -1,002 1,902 0.6% 0.0011 0.1781 3.20 0.143 -0.004 -2.7% 1,461 -1,011 2,597 -12

197 5,098 -507 1,596 -5.2% -0.0070 0.128 3.30 0.1992 0.0002 0.1% 513 -749 1,848 163

463 6,846 -1,432 1,659 -2.0% -0.0020 0.098 3.40 0.265 0.004 1.5% 381 -460 987 -35

857 1,983 -397 1,730 -7.6% -0.0058 0.0702 3.50 0.3381 0.0121 3.7% 356 31 356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