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众金融资产拍卖有限公司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5 年 6�月

30�日上午 10:00�时在辽宁连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网络竞价平台对如

下标的依法按现状整体公开拍卖：

大连傅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3000万股股权；拍卖参考价 3,798.58万元

预展时间：公告日起至拍卖日前

预展地点：本公司及标的所在地

特别说明：1、 以上标的均按现状拍卖， 竞买人自行查验了解标的情

况，委托人和拍卖人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2、上述标的案件相关当事

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及其他优先权人，请在拍卖前到法院办理优

先购买权人确认手续，并于拍卖日到场，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 15:00 时（到

账为准）前将竞买保证金 760 万元交付到法院指定账户（户名： 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 开户行：盛京银行营业部 账号： 0330�1501�0200�0005�

531�），并凭竞买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逾期不予激活网络竞买用户名，不具有参与网络竞价的资格。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24-22697921

辽宁连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024-31009996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024-86803200、18904050555、1860242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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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张利静 电话：

010－63070359 E-mail:chao084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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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大佬玩股票：48个交易日涨8倍

□本报记者 王朱莹

期货与股市，并不是割裂的市场。 在如火

如荼的牛市中，期货资金正源源不断向股市流

动，在期市大鳄的引领之下，期市资金蜂拥而

入，缔造了一只只牛股———

如意集团，48个交易日，走出24个涨停，期

间涨幅高达813.28%； 华西股份， 年翻两倍，

“东方犹太人” 几度进出；冠豪高新，两年间牛

熊转换，期市西狂不动如山终逆袭。

如意集团：远大系的魅力

“我听朋友推荐如意集团， 本来还将信将

疑， 看了他的年报发现远大物产是其子公司

后，我便毫不犹豫买了，买的时候24元左右，不

到一个月就翻倍了， 觉得差不多就先跑了，没

想到后来最高涨到了135元，跑早了，哎……”

一位同时涉猎期货的股民马女士感叹自己错

失财富暴增良机。

盘面显示，2015年第一个交易日1月5日如

意集团开盘价为12.99元，至5月25日最高一度

上探至135.45元，期间累计涨幅高达813.28%。

在这94个交易日内， 公司曾前后停牌三次，时

间分别达10个交易日、23个交易日和13个交易

日，实际交易时间为48个交易日，期间走出24

个涨停。

业绩增长是投资者追逐如意集团的因素

之一。 根据如意集团2014年年报，公司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3亿元， 同比增长

535.2%；2015年一季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位1.42亿元，同比增长887.53%。

公司利润大增的主要原因，在2014年年报

中可清晰得见： 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

大物产， 注册资本5000万元，2014年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47.56亿元，较上年增加9.43%；实现

净利润1.23亿元，较上年增加960%，主要是本期

投资收益增加，包括于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从事

电子交易、期货交易业务实现的投资收益。

有业内人士注意到，2014年年报前十大

流通股东中第四大流通股东宁波前程能源有

限公司为新进股东， 工商资料以及公开信息

显示，宁波前程能源的法人代表为沈志宏，而

沈志宏在1994年创办了浙江远大进出口有

限公司， 该公司正是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的前身。

对于期货界人士而言， 远大物产早已如雷

贯耳。根据公司官网介绍，远大物产成立于1994

年7月，目前已发展成为集贸易、物流、投资于一

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年销售额突破450亿元，

连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但在期货人士看来，

作为国内塑化贸易领域内的龙头企业， 远大物

产也是最早成功运用期货工具套保的先锋。

早在2008年时，远大物产便成功运用期货

工具对冲产品价格下滑风险实现巨额盈利。“早

在2008年6月， 我们发现塑料现货有些卖不动

了，价格也似乎到了高点，预感到下一步可能出

现回调。根据当时塑料期价在14800元/吨，现货

价在13800元/吨， 价差达到1000元/吨的实际

情况，我们采取了买现货抛期货的操作策略。通

过期货市场的对冲，我们完善了自身贸易体系，

也规避了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又获得了市

场下跌带来的机遇和利润， 当年公司整体盈利

就有1.2亿元。 ”远大物产集团研投中心总经理

石浙明曾表示， 在立足塑化产品现货销售平台

的基础上， 远大物产非常注重发挥期货市场这

个金融平台的作用，通过参与期货市场，利用套

期保值工具为企业的稳健运营保驾护航。

而其主要战绩不仅止于此。 2014年10月

23日，曾荣获2013年度中国私募基金总冠军的

刘增铖所管理的私募产品———“银闰铖功5

号”因为投资标的价格波动引发净值从前一天

的 0.8元 /份跌至 0.647元， 当日跌幅达到

23.16%，同时也跌破预警线0.75元以及止损线

0.70元，故而触发清盘诉求。“刘增铖是被现货

巨头发现了市场基差的纠偏机会而被猎杀，这

一现货巨头与远大系不无关联。 ” 据期货私募

人士王先生表示。

华西股份：

东方犹太人的“回头草”

“又一资本大鳄浮出， 徐王冠曾持有华西

股份。 ” 一位投资者在股吧里激动地展示自己

的发现。

徐王冠，浙江双冠集团董事长，有着“东方

犹太人” 浙商的血统，20年前放弃教师行业下

海经商，凭借期货起家，如今已经拥有了9家控

股子公司，涉及房地产、能源、实业投资等多个

领域。

根据华西股份2014年报显示，徐王冠持有

华西股份257.76万股，占总股本的0.34%，为第

十大股东。 盘面显示，华西股份自2014年年底

至今，累计涨幅高达237.28%。

几乎在同一时段，徐王冠还出现在了中煤

能源的2014年年报之中， 持有中煤能源1021

万股，占比为0.08%，为第七大股东和第五大流

通股东。 盘面显示，中煤能源股价自2014年年

底至今，累计涨幅为73.7%。

上述两只股票，徐王冠可谓情有独钟。 早

在2012年年报，他便进入华西股份和中煤能源

的前十大股东之列，其中一度是华西股份第二

大股东。

有点遗憾的是，徐王冠看准了牛股，但却

没能吃到最大的一段涨幅。 至2015年一季报，

“徐王冠” 之名已经不在华西股份的前十大流

通股东之列了，而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3

月31日，华西股份累计涨幅仅有24.64%。

在中煤能源上的情况也类似，在2015年一

季报中，其已不在前十大股东之列，而2014年

12月31日至2015年3月31日，中煤能源的累计

涨幅也仅为2.23%。

尽管在股票投资上差强人意，但徐王冠在

期货市场上却是声名显赫、战绩累累。 资料显

示，其于90年代进入资本市场，多次以小资金

在期货市场摸爬滚打，几经沉浮。 2007年前数

年时间凭借大豆牛市获利20亿以上，成就了期

货投资大家的地位， 被誉为不折不扣的 “豆

王” ，2008年因为市场大跌而损失较大，但

2009年后又获利丰厚。

在证券、期货市场投资的同时，徐王冠开始

关注实业发展。 2004年初，他创办浙江双冠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并在甘肃投资建设水电站，创

办甘肃西兴能源投资公司和甘肃双冠水电有限

公司， 目前集团控股的下属公司还有苏州双冠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中粮农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古镔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和平贸易有

限公司等。

“在这个行业中，值得我去推崇、敬佩的人

不多，过去的岁月，值得我们去尊重大师级的

投资家几乎没有， 无论股票市场还是期货市

场，但是这两年，随着整个期货市场上，全球商

品牛市进程的不断延续，这个更接近零和博弈

的市场，已经出现了大师级的投资大家，在我

眼里徐老师是中国期货市场最接近巴菲特的

人。 ”投资者周从良表示。

冠豪高新：“西狂” 的逆袭

冠豪高新，作为2013年上半年A股市场的

第一大牛股， 投资者想必不会陌生。 该股自

2013年1月4日至2013年5月8日， 短短79个交

易日，股价（前复权）从4.5元涨至最高22.66

元，期间累计涨幅高达387.61%。

其幕后推手便是期市“西狂” 林广茂。 回

顾历史，自2013年1月起，林广茂账户与实际控

制的“赵嘉馨” 账户大量买入公司股票。 截至

2013年年报， 林广茂共持有冠豪高新股份

4033.9766万股， 占冠豪高新总股本119028万

股的3.39%，“赵嘉馨” 账户也持有冠豪高新股

份4709.1366万股， 占冠豪高新目前总股本的

3.96%。林广茂账户与“赵嘉馨” 账户合计持有

冠豪高新股份8743.1132万股， 占冠豪高新目

前总股本的7.35%。

林广茂表示， 操作冠豪高新股票是基于自

身的判断，因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以自有资金

买入公司股票，并向“赵某” 账户转入资金买入

公司股票。 不过，因公司资产重组流产，冠豪高

新股价自2013年10月21日复牌后便出现断崖

式“跳水” ，最低探至8元左右，股价跌去六成。

这意味着林广茂所持有的该股市值严重

缩水，但见惯大风大浪，在棉花期货中硬生生

扛过60%亏损到大赚数十亿元的期市 “西

狂” ，再度显现了其“持有不动” 的耐心和眼

光。与今年一季度末相比，其持股一直不变。而

冠豪高新的股价，也重新自低位腾飞，一度突

破2013年的高点22.66元，上探至24.75元，最新

报22.62元。

同样喜欢持有不动的“东邪” 葛卫东，也

品尝到了股市的馈赠。 平安银行近年年报和季

报显示，最早在2013年半年报上，葛卫东持有

1.55亿股， 随后其曾在2014年一季度减仓

6094.17万股，不过在随后的二季度，其又再度

加仓3522.25万股，而到了2014年四季度，葛卫

东再次豪掷千金， 增仓平安银行1.31亿股至

2.74亿股，成为平安银行的第三大股东；今年1

季度，他再度增仓5493.8万股至3.296亿股。 而

自2013年6月30日以来， 平安银行累计涨幅高

达143.9%。

“做股票如找金矿。 每次牛市都会有翻10

倍的牛股出现，把心态放平和，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只要‘持’ 得稳，‘守’ 得牢，你就能抓

住机会。 ” 葛卫东之行，诚如其言。

农期指数短期探底 后续上涨仍可期

□南华期货 李一邨

受到美元走强的影响， 上周主要农产品价

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易盛农期指数高开

低走，收于

1061.39

点，周跌幅为

2%

。 从走势上

看，农期指数上方短期内压力位依然存在。

白糖和棉花在指数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次

白糖价格下跌首当其冲， 带动农期指数进行大

幅调整。 基本面上，白糖市场连续

5

年的供应过

剩局面，将慢慢转变为紧平衡的状态。尽管随着

厄尔尼诺消息冷却，白糖价格出现一定回落，但

是，随着政府一系列托市政策出台，从中长期而

言，白糖价格易涨难跌的走势还将难以改变。

基本面弱平衡的棉花， 被美元的强势介入

打破，在周五出现了大幅下跌。随着新兴国家经

济的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 棉花市场需求增长

明显减缓。在供给稳定的情况下，棉花市场一直

维持着供略大于求的弱平衡状态。近期，由于美

元的强势介入，这种平衡受到了较大冲击。从宏

观结构上看，在资金轮动到农产品前，棉花继续

走弱的趋势还将难以改变。

受资金冷遇的油、粕类农产品，前期走出一

波强势的行情。 较难掌握的粕类农产品价格走

势， 充分向市场展示怎么在主角光环下当好最

佳配角。 随着经济的持续下滑，

CPI

不断走低，

短期内油粕价格也难以抬头。不过，相信在政府

对抗通缩的不懈努力下， 政策之风终将吹起

CPI

，从而带动菜油、菜粕上涨。

总的来讲，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经济运行面

临巨大债务问题， 而债务增速超过

GDP

增速后，政

府不得不靠变相量化宽松政策来缓解压力，现已吹

起股市，吹起商品也只是时间问题。综上，易盛农期

指数近期将完成探底，后续上涨依然可期。

能化建材疲弱 CIFI继续下滑

□方正中期期货 夏聪聪 缪夏美

上周由于希腊问题继续扰局，欧元急跌急

涨，日本黑田东彦在国会发表讲话促使投资者

大幅削减日元空头，美元被动下挫。 美国经济

数剧继续回暖， 暗示经济仍在稳步增加就业，

美元又探低回升，商品市场被牵着鼻子走势反

复。 国内方面，

5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

主要依靠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及纺织

业拉动，而金属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生产增

长继续放缓。

受上述因素影响，当周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

心工业品期货指数继续下滑。 从

6

月

12

日当周来

看，

CIFI

指数先扬后抑。

6

月

12

日当日

711.39

收

盘，当周最高上冲至

729.03

，最低探至

711.27

，全

周跌幅为

0.96%

。从指数走势上看，短期内

CIFI

指

将弱势下行。

6

月

12

日当周分品种看， 工业品期货整体下

跌。 其中胶合板以

3.64%

的跌幅占据首位，天胶、

铅和铝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而铁矿石当周强

势运行，涨幅达

2.17%

。 家具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原材料价格下跌，一定程度上打压两板价格。 商

品市场全体走弱，两板下跌，胶合板更是创下新

低，直奔

100

元

/

张大关。操作上，胶板主力合约关

注

106.50

元

/

张一线压力，短空交易。

沪胶周中小幅盘整，多空小幅碰撞，多日出

现日盘盘中震荡，尾盘小幅拉涨，涨势疲态已显，

周五出现大幅下滑。 天胶现货需求疲软难改，加

上空头持仓，利空因素推动明显；而强厄尔尼诺

和高温干旱导致国内外产胶量走势堪忧，加上山

东地区贷款贴息支持，在多空因素交织下，预计

沪胶短期围绕

14000

点震荡。

伦铅在美元上升及中国需求担忧下跌破

1900

美元

/

吨的支撑，由于库存突增

3

万吨，下跌

迹象明显。 在国内铅精矿点价盘的支撑，下跌幅

度将一定程度受到牵制，料下周测试

1800-1830

美元

/

吨。 沪铅主力

1508

合约表现稍抗跌， 跌破

13000

元

/

吨的支撑。 沪铅下周将继续跟跌伦铅，

下方支撑位将在

12650

元

/

吨。

铁矿石市场资源偏紧，港口库存持续下降，进

口矿价相对坚挺。 淡水河谷解决航运问题或将扩

产，现货高升水支撑矿价，技术上突破前高，短期

较强。 关注主力合约

1509

在

450

一线阻力表现，短

期将维持强势。

中国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回暖较为缓慢。 实

体经济没有改善，特别是制造业，市场进入旺季

不旺的格局。频繁的刺激政策对经济起到一定的

正面作用，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商品市场或许

将有所改善。短期内，

CIFI

指数反弹动能不足，或

将继续震荡下行。

—企业形象—

日前，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规

划。 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

行动纲领，旨在促进“中国制造” 向“中国智

造” 转型升级。“智能制造” 这一投资主线脉络

日渐清晰，成为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投资金矿

之一。

中国版工业4.0蓝图出炉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

国之器、强国之基。 《中国制造2025》开篇如是

说。 尽管如今世界各地随处可见“中国制造” ，

但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制造业技术品质工艺

相对落后，产能严重过剩，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在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

大调整、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

代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 这一中国版工业

4.0蓝图， 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为实现制造强

国制定了长期规划。

《中国制造2025》提出，力争通过“三步

走” 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到2025年，

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 迈入制造强国行

列；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

强国阵营中等水平； 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

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

造强国前列。

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

发展，是制造业战略升级“三个10年” 的第一步

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其主攻方向便是智能制

造。 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生产过

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

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智能制造

在未来大有可为。

智能制造站稳风口

市场普遍认为， 国家战略高度的行动纲领

出炉， 会引发随后一系列部委及地方的政策陆

续出台，从而形成系统的、可持续的政策利好，

孕育贯穿全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投资主线。 智能

制造无疑成为资本市场的投资富矿。

智能制造是信息技术、 智能技术与制造技

术的结合，促进制造业产品、装备、生产、管理

和服务智能化应用水平的全面提升，推动我国

制造业升级、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中国

制造2025》规划了十大核心领域———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

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

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

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加快与制造业结

合， 新兴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 传统产业的

增长方式和商业模式也将遭遇变革，从而引导

社会各类资源重新配置，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在这一进程中，充当经济发展引擎、拉动未来

经济增长的行业与公司将脱颖而出，为投资者

创造丰厚的价值回报。

本轮牛市中， 智能制造相关板块早已站稳

了风口。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日，智能交通

指数今年以来涨238.19%， 移动支付指数涨

235.67%，智能电视指数涨226.96%，智慧医疗指

数涨224.39，智能汽车指数涨222.99%，智能IC

卡指数涨218.6%， 均远超创业板指数170.58%

的同期涨幅。

慧眼选基分享智造红利

尽管相关板块前景看好， 并不是每一位投

资者都能选对个股、踩准时点。 而五月以来的几

次巨振，也让不少人遭受损失。 选择诸如公募基

金等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为自己理财， 不失为

省时省力的投资捷径。

梳理本轮牛市中公募基金的表现， 成长类

基金是其中的大赢家， 而智能制造等推动转型

升级的相关产业往往是绩优基金的重仓板块。

以今年以来稳居同业前三的中银新经济混合基

金为例， 这只新兴产业主题基金主要投资于转

型过程中代表新的发展方式和未来发展方向的

新经济类行业和企业，截至6月2日，今年以来涨

幅达184.59%，去年三季度末成立至今涨幅超过

200%。

公告显示， 中银基金旗下一只智能制造主

题基金———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基金于6月8日起

发行，通过聚焦智能制造的关键环节，把握相关

产业和行业的投资机会。

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6月2日，中银旗

下17只成立满一年的权益类产品一年来平均涨

幅达145.48%，有15只涨幅超过100%。 其中，中

银主题策略涨幅达253.02%。 今年以来，中银基

金旗下21只权益类产品平均涨幅超过90%，9只

涨幅翻番， 大幅跑赢上证综指同期51.81%的涨

幅。 此外，截至6月2日，中银转债A和中银转债B

一年来涨幅分别高达235.35%和234.14%，高居

221只同类产品第1和第2。

据悉，在今年的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

中银基金连续第三年、也是第四度跻身“十大金

牛基金管理公司” 之列。 纵观整个基金行业，最

近三年连续夺得这项最具含金量大奖的公司，

仅中银基金一家。

中银基金表示，过去几年，粗犷的经济发

展模式受到制约， 资本市场试图在新兴经济

中寻找机会。 在政府强力推动下，工业4.0将

催生数万亿的增量市场， 有望带来巨大的投

资机会。

“中国智造” 奏响序曲 慧眼选基分享红利

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6月12日，上证50ETF现货报收于3.313元，

上涨0.39%。

上证50ETF期权总成交51204张， 较上一

交易日减少23.13%，总持仓223552张，较上一

交易日增加2.01%。 认沽认购比为0.99(上一交

易日认沽认购比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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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300 5417 15950 -6.63

50ETF

购

6

月

3500 4780 19290 -19.07

50ETF

购

6

月

3400 3886 11347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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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300 5658 8098 -12.34

50ETF

沽

6

月

3100 2706 8581 -20.30

50ETF

沽

6

月

3200 2259 7036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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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沽

9

月

2200 28.07 71.97 112 1853

50ETF

沽

12

月

2850 12.41 31.83 89 640

50ETF

沽

9

月

2450 9.20 23.58 92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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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00 -48.65 -124.74 129 3935

50ETF

沽

6

月

2850 -44.29 -113.55 71 3332

50ETF

沽

6

月

2750 -39.13 -100.33 82 4282

注：涨跌幅=期权合约当日结算价/期权合

约上一交易日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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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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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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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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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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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12 1063.84 1060.49 1061.18 -3.76 1061.99

易盛农基指数

1142.35 1142.35 1135.78 1137.47 -4.06 1138.04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2015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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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3 68.03 -0.10 -0.15

商品期货指数

785.33 785.32 788.06 784.70 785.98 -0.66 -0.08

农产品期货指数

870.31 867.10 872.92 865.28 870.09 -2.99 -0.34

油脂指数

579.65 574.29 581.79 571.41 581.27 -6.98 -1.20

粮食指数

1282.26 1283.00 1287.78 1281.61 1279.53 3.47 0.27

软商品指数

849.28 846.58 851.47 845.12 847.93 -1.35 -0.16

工业品期货指数

717.49 718.91 721.11 717.30 718.49 0.42 0.06

能化指数

685.80 687.40 690.86 684.32 687.30 0.11 0.02

钢铁指数

467.92 468.59 471.87 467.51 468.56 0.03 0.01

建材指数

566.70 567.23 570.00 566.49 567.25 -0.02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