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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融慢升温 融资客游击战对震荡局

□本报记者 张怡

在经历了大幅回落之后，本周

随着行情的好转，两融余额重拾升

势，11日两融余额达到18898.91亿

元，不过仅环比上涨77.83亿元，增

幅较小未能创出历史新高。由于市

场不确定性较大、 热点变化频繁，

融资客的操作手法也从不断加仓

变为了短线“游击战” 。 尽管降息

对市场形成提振，但波动料仍是短

期市场主旋律。

两融余额小幅回升

上周五起A股市场结束急跌

态势整体小幅回暖， 但两融市场

却出现大幅净偿还， 其中融资余

额大幅缩减了242.74亿元，融券余

额小幅上升逾2亿元，但两融余额

依旧从5月7日的1.9万亿元历史高

点跌落至了1.88万亿元。

不过，上周末的降息利好显然

重新燃起了融资客的热情。 5月11

日A股市场乘降息政策暖风普涨，

融资融券余额也重拾升势， 达到

18898.91亿元，不过增幅较此前明

显减弱，且依旧未能超过5月7日的

1.9万亿元历史新高点。

行业来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

中有17个行业获得了融资净买入。

其中， 银行和传媒行业的净买入额

居前两位，分别为23.70亿元和22.92

亿元，计算机、非银金融和医药生物

行业融资净买入额均超过了10亿

元。 相反，建筑装饰、国防军工和化

工等行业净偿还额均超过了7亿元。

实际上， 近期融资客操作的短

线特征较为明显。从行情来看，11日

净偿还额居前的国防军工在12日领

涨，料是两融资金重新回流推升。

而此前，上周五，仅有商业贸

易、综合和电子行业获得融资客小

额布局，净买入额均不超过3亿元，

而其余25个行业则均遭遇不同程

度的净偿还，非银金融、银行、公用

事业、建筑装饰、交通运输等板块

的净偿还额均超过了10亿元。

游击战应对震荡局

尽管周日降息对A股市场情

绪形成极大提振， 两融市场也升

温，但是机构多认为，此次降息暂

难改变5月震荡市主要特征，而经

过连续三日的大反弹后， 市场再

度逼近了敏感点位。 在这种不确

定的市场中， 融资客选择游击战

也是规避风险需求所致。

实际上， 从两融环比增幅的

显著缩小就可见， 资金对于市场

的谨慎情绪明显升温。 而在资金

推动的市场中， 这种变化显然难

以支撑起指数强牛格局。 华泰证

券指出， 随着监管层对杠杆资金

的监管加强，市场波动显著加大，

市场风险偏好显著下降， 增量资

金流入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资金降

杠杆和新股发行提速两大制约因

素仍然对市场形成压制。 作为杠

杆资金的一大代表， 两融市场显

然首当其冲。 中银国际证券指出，

继之前多家券商上调融资融券保

证金比例后， 部分银行也将伞形

信托最高杠杆降为1:2。 而上周五

晚证监会核发了20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5月第二批IPO企业正式出

炉。 降低杠杆交易与增加新股供

应是当前管理层为市场降温的两

个主要方式， 目前这一趋势仍在

延续。 综合来看，在上周市场出现

明显调整的背景下， 管理层控制

股市上行节奏的政策逻辑并未发

生明显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各大券商均发

布了报告表示 “降息不改调整格

局”等类似观点，短期来看，市场波

动或许意味着投资者应向融资客学

习，提高风险意识，不宜过于贪心。

但由于仍可期待货币放松， 所以市

场是“下有底” 。

现券冰火两重天 期债谨慎不悲观

□本报记者 张勤峰

12日，债券市场上长、短期

债券继续呈现 “冰火两重天”

的走势， 在收益率曲线继续陡

峭化的过程中， 长期债券遭受

冷落，拖累国债期货继续下跌。

市场人士指出，在经济偏弱、政

策趋松的背景下， 未来长债利

率仍有下行空间， 国债期货不

宜过分做空， 如果因为情绪等

因素出现大幅调整， 反而可能

提供布局的机会。

长债示弱 期债先扬后抑

12日， 国债期货全线收跌。

其中, 五年期主力合约TF1506

收 报 97.420 元 ， 跌 0.24 元 或

0.25%； 十年期主力合约T1509

收报 96.990 元 ， 跌 0.375 元 或

0.39%； 十年期合约跌幅仍超过

五年期合约。

12日，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

裕，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继续走低，

纷纷刷新最近几年的低位。 质押

式回购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7天

回购利率续跌至2.18%，跌破了去

年3月份低点（2.23%），基本上处

于2012年以来的底线水平； 更能

反映中长期流动性预期的3个月

回购利率亦跌至3.14%，创下了最

近四年多的新低。

较低且稳定的资金成本，确

保了债券仍具有合理的盈利空

间。 12日，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短

期债券延续强势表现， 一二级利

率联袂走低， 但长期债券仍不为

所动，收益率稳中见涨。 据悉，国

家开发银行12日上午招标发行的

五期关键期限固息金融债中，短

端的1年和3年期债券受到机构大

力追捧， 中标收益率远低于市场

预期， 由此带动现券成交利率出

现一波下探。 当天剩余期限接近1

年的国开行固息债150206券一度

成交在2.79%，较前一日收盘利率

下行约16基点， 尾盘收在2.86%，

下行9bp。同时招标的10年期品种

则中标收益率偏高。

市场人士指出， 现券一二级

市场表现， 反映出机构趋短避长

的心态，长债需求乏力。 目前上市

国债期货可交割券均为中长期限

品种，因此同样承压。此外，12日A

股市场震荡走高， 尤其是午后股

指涨幅较大， 对国债期货亦产生

了不利的影响。

短期谨慎 不必悲观

目前市场对长债的谨慎情绪

主要来自于经济基本面和地方债

供给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宏观政

策渐进放松， 提升了市场对后续

投资需求复苏并带动经济企稳回

升的预期。 同时，大宗商品价格反

弹和猪肉价格回升， 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通胀预期回升。 另一方

面，降准降息后，债市的关注重点

重新回到地方债的供给上， 万亿

元地方债供给释放在即， 配套方

案仍不明晰， 对中长期利率债构

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有市场机构指出，目前长债

收益率接近2月份低点， 且普遍

低于历史均值水平，在经济回稳

预期有所增强、通缩压力有所减

轻及万亿地方债蓄势待发的情

况下， 投资者谨慎情绪难消，收

益率易上难下，短期难改弱势震

荡局面。

市场机构亦认为，对于长债

不宜过分悲观，未来长债收益率

上行空间仍有限。 首先，经济仍

缺乏内生增长动力，即便经济企

稳，上行的空间也不大。因此，债

券收益率上行的风险仍有限。 其

次， 货币政策仍有放松空间，未

来收益率曲线仍有进一步下降

的空间。再次，由于需求偏弱、政

策趋松，货币市场利率有望持续

低位运行，虽然对短债利好更为

明显，但也相应提升了长期债券

的安全边际。 最后，相关部门出

台配套方案，化解地方债供给压

力值得期待。

迪士尼概念受捧

上海机场放量大涨

□本报记者 叶涛

据华特迪士尼公司消

息，上海迪士尼商店将于5月

20日开门迎客。 该迪士尼商

店是全球最大的迪士尼旗舰

店，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

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

域。 受该消息刺激，昨日A股

迪士尼概念爆发， 诸多相关

个股联袂上涨， 其中上海机

场股价更创出近七年新高，

收盘报28.86元，单日涨幅为

5.91%。

昨日早盘， 上海机场以

27.30元价格平开 ，10点过

后强势拉升，股价涨幅快速

突破6%； 之后强势横盘整

理， 收盘时仍录得5.91%的

涨幅。

国泰君安证券认为，迪

士尼商店的开业和2016年即

将开园的迪士尼乐园， 将吸

引全国游客至上海， 同时也

将直接拉动上海交运、 酒店

和旅游业务。 从K线图上看，

经过昨日大涨， 上海机场股

价已经重回10日均线上方；

同时该股昨日成交额达到

7.57亿元，环比增长逾3亿元。

鉴于量价配合良好， 预计该

股还将延续升势。

拟定增24亿 太原重工复牌大涨

□本报记者 叶涛

本周一晚间，太原重工发

布公告称， 公司拟以不低于

8.93元/股的发行价格， 向不

超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

过2.73亿股，募集资金总额将

不超过24.35亿元。 昨日复牌

后， 太原重工大涨5.76%报

11.01元， 在10日均线上方继

续拓展。

据了解，此次太原重工定

增募资，重点用于加码轨道交

通及钻井平台业务，资金主要

投向轨道交通关键件研发制

造基地完善升级项目、太重天

津滨海基地海洋工程装备产

业化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 太原重工表示，此次非公

开发行将有利于扩大公司整

体规模、进军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业、产品换代、优化公司产

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进一

步提高公司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考虑到此前国家发改委

精简铁路建设项目审批程序，

铁路行业再迎利好，作为国内

唯一的同时生产火车轮、火车

轴的生产基地，太原重工股价

获得支撑强劲，建议投资者继

续持有该股。

终止资产重组

金刚玻璃复牌涨停

□本报记者 叶涛

由于恢复审核时间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且关于标的公

司的业务发展存在分歧，金刚

玻璃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但昨日复牌后，该公司股票却

“意外” 获得投资者追捧，在

成交额大幅放量的同时，股价

也封上涨停，至收盘时，每股

报21.78元。

据金刚玻璃2014年7月

发布的重组预案， 公司拟通

过定增+现金的方式作价

5.06 亿 元 收 购 汉 恩 互 联

100%股权，并配套募资不超

过1.69亿元， 拓展 “智慧城

市” 发展战略版图。 对于此

次重组终止，金刚玻璃表示，

这对公司发展战略、 经营规

划及生产经营等方面不会造

成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

司未来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战

略规划。

成交额方面， 昨日复牌

后，金刚玻璃交投放量，单日

成交额达到5.87亿元，较停牌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2.38亿

元增长显著， 表明当前投资

者看好预期依旧， 并未受到

资产重组终止消息拖累。K线

图上， 昨日金刚玻璃高调收

复多条均线，股价重返4月初

水平。

临近到期 期权时间价值明显衰减

□本报记者 马爽

受上证50ETF期权价格超跌

反弹带动，昨日，50ETF认购期权

合约多数继续维持上涨， 认沽期

权合约则整体下行。 截至收盘，主

力合约中，平值5月购3100合约收

盘报 0.1199元， 涨 0.0108元或

9.9%；平值5月沽3100合约收盘报

0.0885元，跌0.0074元或7.72%。

成交方面，昨日，期权共计成

交43012张， 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846张。 其中认购期权成交量继续

明显高于认沽期权， 分别为27742

张、15270张，认沽认购比率继续下

降至0.55。 持仓方面， 期权共持仓

161354张， 较上一交易日增9094

张，成交量/持仓量比率降至26.7%。

银河期货期权部表示， 波动

率方面，周二5月期权合约隐含波

动率整体小幅上升， 区间为34%

-59%。其中，平值5月购3100合约

隐含波动率为39.53%；平值5月沽

3100合约隐含波动率为40.02%。

此外， 标的上证50ETF的20日历

史波动率小幅回落至29.86%。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距离5月

期权合约到期还有两周时间。海通

期货期权部提醒投资者，由于期权

合约时间价值衰减已愈加明显，尤

其是深度虚值期权合约， 以5月认

购3500合约为例， 昨日期权标的

50ETF上涨0.61%，而期权合约价

格却下跌22%。 另外，两个深度虚

值认购期权合约价格也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 对于认沽期权来说，由

于深度虚值认沽期权合约价值已

所剩无几，卖空深度虚值认沽期权

的潜在收益甚至不及手续费，所以

其价格的微幅波动意义已不太大。

对于后市，光大期货期权部刘

瑾瑶认为，经历上周大跌，50ETF

积聚反弹需求，加之受央行降息利

好和新股申购资金大量释放提振，

50ETF价格近几日震荡回升。 预

计50ETF短期将维持震荡偏强走

势，上方承压前期高点3.3元一线。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可以构建牛市

价差策略。比如买入1张认购期权，

同时卖出1张到期日相同行权价更

高的认购期权。该策略最大亏损为

净权利金，而最大盈利=两个行权

价格的差额-净权利金。 例如，投

资者可以考虑买入一张 5月购

3100合约，付出权利金1199元；同

时卖出一张5月购3300合约，收取

权利金749元。

而基于对后市行情走势的判

断，海通期货期权部推荐：一级投

资者：构造备对开仓策略，在行情

达到3.300点前平仓（包含期权和

标的物持仓）出局；二级投资者：

如同一级投资策略；三级投资者：

卖出2.9元认沽合约、3.5元认购合

约，构建宽跨式组合。

瑞达期货：技术上，周二沪深

300

指数震荡攀升，收盘价收复各

短期均线，日

k

线三连阳，量价齐

升。 综合来看，降息利好提振，市

场情绪修复， 大盘连续三日放量

反弹，但受周五期指合约交割、前

期累计浮筹、下周打新、周三公布

数据料不佳等多重利空， 近期波

动加剧，且本次反弹幅度料有限，

策略上，周三

IF1505

逢低短多，不

宜追高。

首创期货：日线级别看，期指

已进入短期反弹周期，

MACD

死

叉，盘中突破

10

均线。周线级别来

看，期价高位调整。 操作建议：期

指长期牛市格局不变， 前期多单

继续持有，短期仍存调整压力，日

内短多参与。

鲁证期货：从沪指走势来看，

各技术指标有走强迹象， 短线或

继续偏强态势。 消息面上逐渐偏

向中性，但在市场整体情绪回暖、

资金持续宽松的局面下指数仍有

望继续上攻。

华福证券：昨日盘面上，公交、

互联网农业、迪士尼、核电、电商、

军工等涨幅居前，白酒、银行等相

对落后。沪指继收复

5

日均线，

20

日

均线后， 周二再度站上

10

日均线，

并且

KDJ

显示出技术上有强烈的

反弹需求，

5

日均线也拐头向上有

望与

10

日均线形成金叉，量能也呈

现放大的态势，大盘的强势格局十

分明确。（叶斯琦整理）

沪深300期指贴水逾40点

交割日临近 期指料迎大震荡

□本报记者 叶斯琦

“期指这周五交割， 基差还

这么大，我没看错吧？明后天现货

会不会有一波俯冲来消除贴

水？” 面对沪深300期指逾43点的

贴水，投资者王先生心生疑惑。

对此， 中信期货投资咨询部

副总经理刘宾指出， 最近一个多

月来，期指基差大幅波动频现，在

大幅贴水的情况下， 存在拖累现

货指数上行步伐的可能。 但是在

近期表现中， 现货市场在强大的

资金推动下拒绝回调， 最终导致

期指被动上涨修正基差， 所以目

前环境下升贴水对市场方向指引

略显弱化。

“展望后市，虽然牛市行情的

根基并未动摇， 但节奏确实需要

呼应政策而慢下来， 技术上短期

也面临一定的压力， 股指要突破

前高并再次连续上行较为困难，

指数可能进入区间震荡。”华泰长

城期货高级分析师尹波表示。

期指贴水继续扩大

“每次临近期指交割， 现货

和期指都一起走成山峦。 ” 一位

投资者在投资日志中表达了对近

期市场出现宽幅震荡的担忧。

随着期指当月合约交割日临

近，当前的大幅贴水行情确实增加

震荡的可能。昨日，沪深300期指主

力合约IF1505小幅高开于4660.4

点，早盘围绕开盘点位震荡，数度

红绿交换， 午盘后半段突然发力，

最终报收于4704点，上涨52.2点或

1.12% 。 截 至 收 盘 ，IF1505、

IF1506、IF1509和IF1512合约分

别贴水43.42点、45.02点、48.02点

和11.02点。

刘宾认为， 期指大幅贴水可

能存在两个方面原因。首先，股票

市场进入分红高峰期， 红利因素

导致期指贴水；其次，近期反弹多

头跟随空头减仓， 在多头资金谨

慎心态拖累下市场出现期弱现强

的格局，扩大了贴水幅度。

“如果考虑到股指反弹越来

越接近前高的技术面压力， 期指

投资者出现谨慎心理是较为正常

的，连续反弹消耗动能、技术面压

力、再加上交割日临近，期指顺势

下半周出现震荡的概率确实较

大。 ” 尹波表示。

对于昨日期指的全面走强，刘

宾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

上周末央行降息利多效应继续释

放；其次，高盛驻北京经济学家表

示中国经济见底的言论为市场助

力；第三，打新资金回流形成合力。

至于降息的边际效应， 市场

人士指出， 本次降息后大盘连拉

两阳，从势头看，降息带来的利多

边际效应并没有结束， 但如果从

降息最大受益的房地产板块表现

看，边际效应可能基本接近尾声。

中短期料宽幅震荡

持仓方面，昨日沪深300期指

再度出现减持，四合约总持仓量较

上一交易日减少7687手至193881

手。 其中，IF1505合约持仓量减少

19922手至7.47手，IF1506合约持

仓量则增加12550手至8.68万手，

晋升为新的主力合约。

主力席位方面， 中金所公布

的持仓数据显示，IF1505合约中，

多头前 20席位累计减持买单

13596手，空头前20席位累计减持

卖单13242手；IF1506合约中，多

头前20席位累计增持买单10394

手， 空头前20席位累计增持卖单

9819手，多空变动幅度相仿。

至于近期多个席位持仓量出

现大幅变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

重点席位的净持仓能持续变化，

则对方向的指引或许比较有效，

但应注意市场数据有滞后的缺

陷，以此作为参考需谨慎。

展望后市，刘宾认为，消息面

上，管理层对于去杠杆降温的意愿

犹存，而且下周再度迎来新一批新

股发行， 短线或压制市场上行步

伐；但再度降息的宽松货币政策给

予市场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且国内

经济在管理层多管齐下的合力下

有逐步企稳的迹象，因此市场虽有

压力，但预计压制有限；技术面上，

市场经过短暂调整后， 出现快速

反弹， 只是市场能否立即突破前

期高点，存在一定疑虑，不排除重

复1至2月的宽幅震荡格局延续整

理走势，综合来看，整体向上的格

局将继续维持； 但从中短期来看

上行力度可能弱化， 市场维持宽

幅震荡的概率偏大。

中证500期指有望延续涨势

□本报记者 叶斯琦

5月12日， 中证500期指

在三大期指中表现最为强

势。其中，主力合约IC1505小

幅高开于8499.6点，早盘震荡

之后小幅下行至绿盘， 不过

随即翻红，午盘则强势上涨，

最终报收于8647.8点， 上涨

205.2点或2.43%。 四合约总

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41474手至18.4万手，创历史

新高。

中证500期指持仓量已

连续三个交易日增加。 昨日，

四合约总持仓量较上一交易

日增4180手至28293手。 其

中， 次月合约IC1506持仓量

增5658手，成为多空增兵“主

战场” ，当月合约持仓量则减

少了1643手， 移仓换月动作

较大。

主力方面，IC1505合约

中， 多头前20席位累计减

持买单1434手， 空头前20

席 位 累 计 减 持 卖 单 1433

手；IC1506合约中， 多头前

20席位累计增持买单5405

手， 空头前20席位累计增

持卖单4975手， 多头兵力

胜于空头。

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新

兴产业板块吸引增量资金不

断涌入， 创业板屡创历史新

高，短期中证500期指有望延

续涨势， 不过需谨防高位震

荡的风险， 主力合约适合逢

低短多。

上证50期指料延续震荡

□本报记者 叶斯琦

5月12日， 上证50期指

震荡幅度较大。 主力合约

IH1505小幅低开于3151点，

早盘震荡下行至3138点后

快 速 走 高 ， 一 度 攀 升 至

3194.6点。 不过，IH1505随

后开始回落， 横盘震荡，最

终报收于3175点， 上涨14.2

点或 0.45% ， 日内振幅为

1.79%。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50

期 指 总 持 仓 量 再 度 减 少

2879手至42366手， 持仓量

已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减少。

中金所公布的盘后持仓数据

显示， 在IH1505合约中，空

头成为减持主力，前20席位

累计减持卖单6046手，海通

期货、 银河期货席位的减持

幅度较大，分别减持1332手

和1183手；相比之下，多头

前20席位累计减持买单幅

度为4565手。而在IH1506合

约中，多头前20席位累计增

持买单3371手，小于空头前

20席位4288手卖单的增持

幅度。

分析人士认为，经过连

续两日反弹后， 短期上证

50期指重新面临3200点关

口考验，加上当月合约交割

日渐近等因素扰动，短期料

维持震荡态势，宜日内区间

操作。

认购期权 执行 认沽期权

持仓增减 持仓量 成交量 涨跌幅 收盘价 价格 收盘价 涨跌幅 成交量 持仓量 持仓增减

-37 518 129 2.80% 0.6353 2.5 0.0006 -40.00% 266 2,740 137

-1 463 51 6.20% 0.5798 2.55 0.0006 -40.00% 244 1,585 146

-5 425 21 5.30% 0.5392 2.6 0.0022 120.00% 459 1,623 228

-1 334 12 6.80% 0.4978 2.65 0.0017 -15.00% 252 1,893 -8

-24 872 63 2.80% 0.4298 2.7 0.0029 -3.30% 110 2,314 15

-6 701 77 8.00% 0.3941 2.75 0.0049 22.50% 242 2,745 116

0 802 71 7.90% 0.3454 2.8 0.0074 -7.50% 246 3,129 55

-16 683 156 8.70% 0.3 2.85 0.013 -13.30% 862 2,429 125

-43 867 269 5.60% 0.2493 2.9 0.0206 -14.20% 831 2,639 275

-28 1,424 431 6.20% 0.2124 2.95 0.0312 -13.30% 737 1,837 53

84 4,310 2,469 5.90% 0.179 3 0.0466 -10.40% 2,582 4,376 636

3,631 10,921 7,177 10.00% 0.1199 3.1 0.0885 -7.80% 3,258 5,105 859

-30 11,812 3,876 6.50% 0.0735 3.2 0.1424 -6.90% 1,468 2,851 298

438 7,539 3,255 0.00% 0.045 3.3 0.219 -4.80% 183 1,593 13

-228 9,040 2,267 -6.40% 0.0262 3.4 0.2989 -4.50% 147 884 -10

-778 7,449 2,223 -24.00% 0.0152 3.5 0.3845 -5.50% 336 465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