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股江苏银行

宁沪高速强势涨停

证监会最新资料显示，江

苏银行的审核状态为 “已受

理” ， 拟发行不超过25.98亿

股， 去年每股收益0.84元，每

股净资产高位5.4元。 参考中

国核电和国泰君安的审批进

程，更新披露材料距正式申购

仅一月， 且A股近8年未有城

商行登陆，因而市场对于江苏

银行的发行预期明显升温。在

此背景下，宁沪高速因持有江

苏银行2亿股，昨日在资金追

捧下强势涨停。

宁沪高速昨日以10.87元

跳空高开逾4%， 开盘快速下

探10.71元后快速企稳上攻，

于上午10点过后封上涨停，

随后几度短暂开板都被巨大

买盘重新封上涨停。最终宁沪

高速以涨停价11.47元报收，

并创下该股历史新高 （前复

权），同时也以7.30亿元的成

交额刷新历史天量。

分析人士指出，江苏银行

盈利能力较好，上市将提升宁

沪高速的业绩和估值空间，短

期在利好消息和买盘汹涌的

支撑下仍将表现强势。 (王威)

美尔雅期货： 股指重要压力

位置盘整压力大， 大盘和创业板

之间风格转换拉锯时期， 叠加期

指交割周， 多空缩量谨慎。

IF

以

5140

为支撑，前高

5400

点存压力；

IH

暂时等待趋势明朗；

IC

前多可

以继续持有， 若无反弹再及时离

场。

广发期货： 受到周末两融业

务以及场外配资受监管影响，周

一市场呈现弱势震荡格局。 短期

来看， 加强杠杆资金的管理对资

金入市有一定扰动， 但中长期来

看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 控制

市场风险，对股市是积极的影响。

未来两融还有较大空间， 海外资

金也将蓄势待发， 这些都将成为

推动股指继续走强的主要力量。

首创期货： 本周

25

只新股申

购，更有巨无霸国泰君安，资金面

偏紧， 此外本周五期指

1506

合约

交割， 行情震荡或加剧。 长期而

言，期指长牛格局不变，投资者可

提前布局次主力合约多单， 日内

交易者短多交易为主。 （叶斯琦

整理）

交割周大贴水 期指存套利机会

□本报记者 叶斯琦

“贴水没有被消灭，IC(中证

500期指)就不会见顶。” 虽然6月

15日期指全线下跌，但收盘时的

深贴水，使得多头刘先生对后市

依然抱有信心。 在刘先生看来，

交割日临近， 中证500期指当月

合约仍保留较大贴水，使得其在

近几天迎来一波走强的可能性

较大。

分析人士指出， 此时出现的

大幅贴水， 意味着近几日中证

500期指走势有望强于现货，存

在期现套利和跨月套利机会。 展

望后市， 目前场外依然有大量新

发行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并没

有完成建仓， 昨日的下跌提供了

建仓的“黄金坑” 。

中证500期指存在套利机会

本周五（6月19日），期指将

迎来交割日。 随着当月合约步入

交割周，上证50期指（IH）和沪

深300期指（IF）的基差均进入

相对合理的区间。截至昨日收盘，

IH1506升水1.32点，IF1506贴水

21.37点。 然而，在基差变动方面

一直“任性” 的中证500期指却

仍旧保有较大贴水，IC1506合约

贴水幅度为104.29点。

从盘面上看， 昨日三大期指

表现均较为弱势，其中上证50期

指跌幅较大。 截至收盘，IF1506

下跌 130.2点或 2.44% ， 收报

5199.8点；IH1506下跌105点或

3.12%，收报3263.8点；IC1506合

约下跌232.8点或2.03%， 收报

11228.6点。 成交方面，沪深300

期指成交168.94万手， 上证50期

指成交47.89万手， 中证500期指

成交28.72万手。

对此，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员

彭博表示，IC目前仍然处于震荡

筑顶阶段，在趋势上看IC走势仍

然最强，此时出现的贴水，意味着

中证500的期现之间存在较好套

利机会。

不过， 银建期货分析师张皓

则指出， 上证50期指与沪深300

期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基差区

间， 但是中证500期指的基差变

动往往比较剧烈， 并且近期持续

贴水， 预示市场已经到达阶段高

点。 因此，虽然交割日临近，后市

基差将有所回归， 但在前期股指

获利盘离场以及主力换月操作

下， 预计基差收敛时可能呈现期

现同跌的情况， 期现套利操作难

度较大， 可以考虑卖近买远的跨

月套利操作。

下跌料现“黄金坑”

持仓方面，昨日沪深300期指

和中证500期指的持仓均出现增

持，而上证50期指的总持仓量则有

所减少。 截至收盘，IF总持仓量增

12635手至166597手，IC总持仓量

增4916手至52908手，IH总持仓

量则减少676手至100053手。

中金所盘后持仓排名显示，

IF1506合约前20名多头席位减

持1231手至6.14万手，前20名空

头席位增持6305手至7.20万手，

空方加码入场， 国泰君安期货席

位更是增持空单4330手，可见空

头明显占优。

相比之下，IH和IC则是多头

更胜。 其中，IH1506合约前20名

多头席位减持3451手，前20名空

头席位则减持5657手。 IC1506合

约前20名多头席位减持670手，

前20名空头席位减持1676手。

广发期货股指分析师黄苗表

示，期指持仓方面，上周净空持仓

从高位回落说明市场做空力量尚

未形成明显反扑合力， 期指短期

大幅下跌概率较小。 因此预计股

指本周在面临新股申购的冲击时

仍有望震荡上行。 不过考虑市场

热点将继续围绕中小板展开，未

来期指之间分化走势也将延续，

中证500期指仍有上冲动力，上

证50期指维持弱势震荡。

张皓分析， 期指主力合约持

仓量有所降低，特别是IF1506合

约空头持仓量下降幅度较大，与

多头持仓的差距正在缩小， 说明

主力资金已经开始换月调仓操

作， 短期获利盘的离场以及期现

的基差回归将导致股指日内震荡

加剧。

展望后市， 彭博认为期指将

维持偏多走势。首先，因为目前场

外依然有大量新发行的公募基金

和私募基金并没有完成建仓，目

前的下跌提供了非常好的建仓机

会。其次，监管层严查场外配资将

使得部分资金回归融资融券的正

规渠道上来，这也将有利于后市。

昨日股指下跌不仅使得部分资金

出逃，也使得银行、证券和保险等

重新跌回支撑位， 后市这几个板

块有望支撑大盘继续上行， 建议

投资者逢低做多期指。

融资客青睐交通运输等板块

□本报记者 叶涛

6月8日大盘站上5100点以

来，市场上攻动力衰减，增量入场

步伐放缓，同期受券商风控收紧、

两融保证金率上调等一系列因素

影响， 两融余额增速显著放缓，

wind数据显示，至6月12日收盘，

市场融资融券余额为2.23万亿元。

5100点至今，区间仍有584只两融

标的股出现股价上涨， 占标的股

总数65.40%， 这为投资者带来不

错的账面收益； 据统计， 其中有

336只为净流入融资盘。

融资买入额下降

6月8日开始， 两融市场走入

新变局，融资买入额陡下台阶，从

2606.77亿元回落至平均2100亿

元/每天，单日融资净买入额也始

终维持在130亿元上下，为年内相

对低位，两融余额增速由此放缓，

最新数据显示，6月12日市场融资

融券余额为2.23万亿元，尽管依旧

续写历史新高， 但环比增长仅有

149亿元。

区间来看，6月8日-12日整整

5个交易日， 两融余额累计增长

552亿元，增幅为2.55%；而前期两

融余额从1.6万亿元增长到1.7万

亿元只耗费5个交易日，从2.1万亿

元攀升至2.2万亿元也仅仅耗费8

个交易日，两相对照，可见近期融

资客杠杆热情在快速消退。

4月以来，大型券商机构纷纷

通过调整两融保证金比例、 控制

账户集中度等手段降低资金杠

杆，控制融资风险，对两融资金情

绪带来一定波动；5月末以来，加

入到两融风控队伍中的券商名单

进一步增加；特别是一周来，大盘

5100点之上拓展受阻， 市场多空

分歧加大， 宽幅震荡演化为运行

常态， 基于行情走势的融资风险

急剧释放，两重因素重振，杠杆工

具对资金吸引力进一步下滑。 前

期两融资金与指数变动之间的正

反馈关系也一步步被打破。

六成标的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持续一周

的大盘横盘整理，场内资金参与意

愿同样不高，两市主板成交额缩量

明显，这反而令融资资金对行情支

撑力获得强化，wind数据显示，一

周来全部893只两融标的股中，股

价区间出现上涨的有584只，所占

比例达到65.40%，略微高于同期A

股上涨股票在全部2756只个股中

所占比例的62.45%。

观察以上584只标的股，其中

涨幅超过5%的有330只， 涨幅超

过10%的有154只，涨幅超过30%

的有12只，浙大网新、宝莫股份、

紫光股份、 中润资源期间涨幅均

在61%以上，位居标的股前四位；

同时，涨幅最高的前20只标的中，

所属计算机、房地产、交通运输、

商业贸易、 传媒板块的分别有3

只、3只、2只、2只和2只。

而且这584只股票中，一周来

累计获得融资净流入的有336只，

净流入金额超过1亿元的有162

只，民生银行、中国石化、苏宁云

商分别以11.28亿元、11.12亿元和

9.89亿元融资净买入排行前三。从

方向上看，交通运输、房地产、钢

铁、公用事业品种更受资金青睐，

资金净流入金额较大的以此类股

票居多， 其中建发股份融资净买

入额为5.75亿元，其区间涨幅达到

38.77%； 新兴铸管则在融资买入

额为33.67亿元、 融资净买入额为

4.07亿元条件下， 股价区间上涨

41.64%，表现较为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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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创历史新高

本月初停牌的大族激光

于6月14日晚间发布了一份

定增预案， 加码工业机器人

产业等业务。 6月15日复牌

后， 大族激光受到资本市场

的青睐，该股以涨停价开盘，

盘中曾小幅开板， 但随即又

封住涨停，最终报收于39.61

元，创历史新高，上涨3.6元，

日成交额达29.52亿元，对沪

深 300 指 数 的 贡 献 度 为

1.22%。

消息面上，大族激光6月

14日晚间披露了非公开发行

预案，公司拟以不低于30元/

股， 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75亿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2.28亿元， 用于高功率半导

体器件、特种光纤及光纤激光

器产业化、工业机器人关键技

术研发中心等4个项目。

对此，中金公司研究报告

称，大族激光想要打造从光纤

激光器的半导体器件、光纤拉

伸、光纤激光器、以及激光加

工设备的整条产业链，意义重

大， 可加强在3C自动化领域

的布局。 募投项目投产后，预

计新增利润15.62亿元， 有利

于增强公司长期成长能力。分

析人士还指出，公司核心器件

光纤激光器的自产能力将得

到大幅提升，机器人自动化装

备业务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 (叶斯琦)

河北钢铁强势上涨

6月15日，钢铁板块表现

相对强势，在中信一级行业板

块中，钢铁指数以1.67%的涨

幅问鼎涨幅榜。 其中，河北钢

铁上涨5.2%，在沪深300成分

股中涨幅排名靠前。

在沪深300成分股中，河

北钢铁的指数权重为0.18%。

昨日，该股小幅高开于6.19元

后小幅震荡， 午盘13时45分

左右迎来一波上涨，一度触及

涨停板，尾盘有所回落，最终

报收于6.47元，上涨0.32元或

5.2%，对沪深300指数的贡献

度为0.52%。

消息面上，昨日午后，有消

息指出《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

动计划(2015-2017)》即将出

台，这刺激A股市场上的钢铁股

快速拉升。 据悉，《钢铁工业转

型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15-2017)》的目标是：压缩

我国8000万吨钢铁产能， 以缓

解产能过剩矛盾；建立2-3家智

能示范工厂，提升行业两化融合

水平； 将钢铁企业数量控制在

300家左右，推进优势企业强强

联合，推进区域企业重组整合。

此外，有消息指出近日北

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将带

队考察保定市、高碑店市与白

沟新城，可能与京津冀协同发

展计划优先发展京津保地区

联动有关。

分析人士指出，钢铁行业

今年以来获得多重政策利好，

“一带一路”规划和国企改革

给钢铁行业发展提供了宏观

方向，《中国制造2025》也为

行业中长期发展提供支持。河

北钢铁作为地区龙头钢铁企

业，还有望受益于京津冀一体

化规划，该股投资价值值得关

注。 (叶斯琦)

拓展金融业务

东方金钰复牌涨停

停牌2个多月的东方金

钰于6月14日发布公告，昨日

复牌后一字涨停， 股价报收

于36.30元， 成交额仅为160

万元。

东方金钰发布公告称，公

司拟不低于25.86元/股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3.1亿股， 募集

资金不超过80.08亿元，其中，

9.43亿元用于“互联网+” 珠

宝产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22亿元用于设立深圳市东方

金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6

亿元用于对深圳市鼎泰典当

行有限公司增资，5亿元用于

设立云南东方金钰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17.65亿元用于偿

还金融机构贷款。

分析人士指出，“互联网

+” 珠宝产业综合服务平台

将发展成跨PC� 端和移动端

的多终端平台， 与公司既有

线下店面良性互动， 建立互

联网信息流、 资金流与线下

物流互通机制的 “O2O” 模

式。目前，“互联网+” 和互联

网金融是当前市场两大热门

题材， 公司此次定增巨资拓

展金融业务， 涉足珠宝行业

供应链金融服务， 或将吸引

资金的强烈追捧。 与此同时，

公司停牌期间，A股市场大幅

拉升， 公司复牌后具有较大

补涨需求。 （徐伟平）

短期隐忧难除 期债空头占主动

□本报记者 葛春晖

周一， 国债期货市场承接上

周弱势， 除新上市的TF1603之

外，其他合约全线下跌。 分析人士

指出， 虽然经济基本面和政策面

仍支持长端收益率中长期下行，

但短期而言， 地方政府置换债形

成的供给压力， 以及新股申购和

半年末时点因素导致的资金面收

紧压力， 均导致债券市场持续笼

罩在担忧情绪之中， 做多热情难

以释放，空头占据市场主动地位。

鉴于债券市场短期难以摆脱胶着

局面，期债操作宜以短线为主，多

看少动。

主力合约五连阴

周一(6月15日)，国债期货市

场低开低走， 五年期和十年期主

力合约双双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收

跌。其中，TF1509收于95.59，较上

周五收盘结算价下跌0.46%，全天

成交7871手， 成交量较上周五下

降逾两成，持仓微降64手至2.35万

手；T1509收于94.20，较上周五收

盘结算价下跌0.45%， 成交2210

手，成交量较上周五萎缩约四成，

持仓下降645手至2.05万手。 此

外， 昨日新上市的五年期合约

TF1603小幅收红于98.02， 微涨

0.02%，成为两市六个合约中唯一

飘红品种。

从昨日盘面情况看， 期价全

天震荡下跌，盘中并无像样反弹，

主力合约双双收于全天次低点，

显示空方力量占据着国债期货市

场主导地位。

现货市场上， 银行间一级市

场新招标的三期农发行债结果较

为平淡， 中标收益率贴近二级市

场，认购倍数2倍左右，显示机构

需求一般。 二级市场成交清淡，现

券收益率以小幅上行为主。 重要

可交割券中，剩余4.38年的14附息

国债26收益率上行3BP，剩余9.82

年的15附息国债05收益率上行

4.5BP。

周一A股市场呈现调整走势，

上证综指再现百点跌幅。 市场人

士认为， 造成股债双跌的主要原

因是市场资金面担忧。 随着半年

末时点临近， 再加上本周有包括

国泰君安证券在内的大盘新股申

购，机构对6月中下旬的资金面预

期趋于谨慎。 事实上，15日货币市

场资金面已经出现小幅趋紧迹

象，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存款

类行情） 隔夜、7天回购加权平均

利率分别上行了2BP、7BP， 收于

1.11%、2.16%。 此外，市场人士指

出， 年内第二批万亿地方债置换

的消息已得到证实， 但市场预期

的相关配套货币政策迟迟未见兑

现， 利率债供需矛盾也继续令近

期市场承压。

短期偏空但下跌空间有限

事实上， 从5月下旬以来，债

券市场就出现了一轮明显的阶段

性走软， 期间10年期国债收益率

上行了约20BP。 究其原因，地方

债供给压力首当其冲。 从5月18

日地方债发行正式启动以来，公

开招标的地方债利率纷纷向国债

看齐，市场人士指出，地方债利率

水平对政策性金融债影响较小，

对国债的替代作用则显而易见。

而在上周财政部确认第二批地方

债置换额度后， 据机构测算的今

年地方债供给总量已超过2.7万

亿， 其对国债配置资金的挤占不

容忽视。

导致上周以来债市进一步调

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5月份房

地产、 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数据出

现了一定的企稳回升迹象。 再加

上此前央行“锁短放长” 操作透

露出明确的引导“宽货币” 流向

“宽信用” 的意图，因此有市场观

点担心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

间正在收窄。

另外， 如果说周一的市场调

整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IPO预期

的影响， 那么投资者对此大可不

必过分担心。 从前几次IPO情况

看，资金面对于IPO已经具有较强

的免疫力， 即便考虑到本次国泰

君安可能创下近五年来的最大募

集资金额， 分析人士认为其引发

资金面骤然收紧的可能性也不

大。 当然，由于本次IPO与半年末

考核、季节性缴税、地方债密集发

行、 端午小长假等多重因素相叠

加，确实使得6月中下旬资金利率

易上难下。

总体而言， 短期债券市场影

响因素略为偏空。 有市场人士认

为，若6月中下旬没有降准或扩大

PSL等新的政策推出，货币债券市

场利率将是易上难下，难改弱势。

但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主流观点

仍普遍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通

胀低迷、经济下行压力未减，长债

利率仍具备一定支撑， 因此预计

国债期货下跌空间有限， 短期维

持震荡格局的概率较大。 在此判

断基础上， 机构建议期债操作不

宜过分悲观，应以短线为主，多看

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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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宿科技涨停

停牌一个多月的网宿科

技于6月14日发布定增公告，

昨日复牌后股价一字涨停，报

收于60.07元， 成交额达到

1.42亿元。

网宿科技发布公告， 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价格为43.95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36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社区云项

目、海外CDN项目和云安全项

目。与此同时，公司发布本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 并变更超募资

金投资项目及追加投资厦门网

宿科技云计算产业基地。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首次

定增且大手笔投入代表行业

未来发展趋势项目,助力公司

战略升级。公司的社区云平台

旨在搭建一个汇聚网络运营

商、 内容提供上和用户的多

方共赢的开发生态平台支持

消费者通过各类智能终端快

速访问各类应用和服务。 社

区云项目打造独立第三方的

应用对接和服务平台, 解决

高端互联网应用痛点。 此外，

公司停牌期间， 市场整体上

行， 复牌后网宿科技料将延

续升势。 （徐伟平）

期权隐含波动率继续上升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价格走低影

响，昨日50ETF认沽、认购期权合约

价格普遍跌多涨少。截至收盘，主力6

月合约中，平值认购期权“50ETF购

6月3200” 收盘报0.1024元， 下跌

0.0776元或43.11%； 平值认沽期权

“50ETF沽6月3200”收盘报0.0704

元，上涨0.0085�元或13.73%。

波动率方面，周一，市场呈现认

购合约隐含波动率进一步上升态

势， 认沽期权隐含波动率也有所回

升。其中，平值认购期权“50ETF购

6月3200”隐含波动率为43.52%；平

值认沽期权“50ETF沽6月3200”

隐含波动率为37.78%。

光大期货期权部任静雯表示，

本周， 包括国泰君安在内的25家新

股本周将发行， 预计冻结资金或达

到7万亿元， 周三起开始新股申购，

周五是资金冻结高峰期。 预计大盘

股将仍然跑输中小板股票，50ETF

或因此震荡加大，向上动力不足。另

一方面，截至6月12日，沪深两市两

融余额为到2.23万亿元， 达到历史

高位，融资空间进一步放大，市场整

体上行逻辑没有改变， 但短期震荡

将加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可以通

过卖出一个执行价格相对较高的看

跌期权以赚取权利金。同时，买入一

个低执行价格的看跌期权。

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6月15日，上证50ETF现货报

收于3.216元，下跌2.93%。

上证50ETF期权总成交74441

张，较上一交易日增加45.38%，总持

仓225523张，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0.88%。 认沽认购比为0.71(上一交易

日认沽认购比为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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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 15417 -53.87%

50ETF

购

6

月

3500 7208 18053 -56.63%

50ETF

购

6

月

3400 5691 10287 -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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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3 8855 19.89%

50ETF

沽

6

月

3200 4190 6986 13.73%

50ETF

沽

6

月

3100 2795 871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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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38.64% -13.19 49 1519

50ETF

沽

6

月

3400 27.79% -9.48 2114 2549

50ETF

沽

9

月

2650 27.73% -9.46 2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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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6

月

3600 -60.20% 20.55 4500 4985

50ETF

购

6

月

3400 -57.32% 19.56 5691 10287

50ETF

购

6

月

3500 -56.63% 19.33 7208 1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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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