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期指分化预示A股风格转换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你抄底了吗？端午节过后首个

交易日，股民在收盘后这般问候。

上周A股经历了较大幅度调

整，上证指数下跌13.32%，创业

板指一周跌幅近15%， 创下了年

内最大周跌幅, 多数个股杀跌

20%以上。尤其是上周五，两市近

千只个股跌停。

昨日是端午节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 在上午11点20分的时候，

市场在上周基础上继续下跌4%，

不少散户纷纷割肉。 而随后大盘

迅速拉升，60日均线之上形成V

型反转。市场紧张情绪明显缓解。

分析人士认为， 昨日的反弹行情

中三大期指表现耐人寻味， 一向

强势的中证500期指明显走弱，

而其余两期指走强迹象明显，A

股或迎来风格转换， 大盘蓝筹股

或将是下一轮领涨主力。

风格切换预期形成

截至周二收盘，沪深300股指

期货主力IF1507合约上涨0.32%

报4730.8点，较现货指数贴水55.29

点，较上一交易日贴水收窄；上证

50期指主力 IH1507合约收报

2982.6点，上涨1.24%，较上证50指

数由上一交易日贴水43.06点缩至

贴水20.56点； 中证500期指主力

IC1507合约收报9862.6点， 下跌

2.36%， 较现货指数由上一交易日

升水2.59点转为贴水184.28点。

IF1507、IH1507贴水缩窄,

IC1507升水转大幅贴水，这与前

期中证500一路强势高歌的局面

形成鲜明对比， 部分分析人士认

为，这或暗示A股风格面临转换。

国投中谷期货期指研究员吴

鹏指出，中期来看，指数经过10%

大幅调整之后， 市场可能要迎来

风格切换。 领涨股票回到主板蓝

筹股。 比如今年年初就有一次风

格切换， 当时从蓝筹股切换到了

中小板创业板。 2014年7-12月，

上证指数涨幅58%， 创业板涨幅

5%。 2015年1-6月，上证指数涨

幅41%，创业板涨幅131%。

“这次下跌之后，市场对风险

有了认识， 会减少炒作小盘的题

材股， 注意力回到估值相对较低

的主板蓝筹股上。 最简单的估值

对比，动态市盈率方面，上证50指

数12倍，沪深300指数17倍，中证

500指数70倍和中小板指数55倍，

创业板指数115倍。主板蓝筹股是

风险较低的选择。 ”吴鹏说。

他进一步分析称， 从各品种

股指期货1509合约的基差来看，

期货市场在预期风格切换。 统计

6月15日-23日6个交易日的数

据， 上证50期货平均升水32点，

沪深300期货平均贴水16点，中

证500期货平均贴水190点。这些

数据显示投资者对代表大盘蓝筹

股的上证50指数更加看好。 大跌

之后， 市场对炒作过热的风险有

了充分认识， 对大盘蓝筹股的偏

好或能长期维持。

资金谨慎或带来底部震荡

昨日现货指数有反弹， 但期

指普遍表现不如现货，基差贴水，

尽管其中有反应分红的因素，但

更多的还是体现了谨慎预期。

“上周期指总成交持仓比上

升，成交放量而持仓下降，反映长

线投资者低迷情绪。 主力持仓来

看也不乐观，自去年十月底以来，

前五主力净空占比首次重新超过

前二十，指标为正，主力持空力量

较强，IC1507前二十持仓从净多

转为净空。 ” 美尔雅期货期指研

究员王黛丝表示。

王黛丝认为，资金面的大幅抽

水是近期行情承压的重要因素，而

资金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行

情到达高位以来，上市公司股东的

减持规模维持在高位，上周增减持

净值超过379个亿，整个市场以大

幅减持为主；二是新股发行节奏和

规模加快， 上周最高4万亿的新股

申购冻结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带来

了压力；三是对场外配资的监管以

及规范券商两融业务，加之融资到

期或为强平压力，杠杆资金助涨作

用受到抑制。

对于短期指数走势， 吴鹏判

断，近期股指或在底部反复震荡。

周二11点20分市场开始大幅反

弹， 可能是因为周三将有打新资

金返回， 市场在这个预期之下提

前开始反弹。 所以周三打新资金

归来后，多头短期力量耗尽之后，

本周和下周仍有可能再次回踩。

“或者做个小双底， 不过在底部

多震荡几天是好事， 筹码集中之

后上涨更坚决。 ”

上证指数从6月12日高点到

23日低点下跌18%，已经接近牛市

中回调幅度的极限。 2007年“5·

30” 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牛市回

调，上证指数也只是下跌了22%。

“目前已是底部区域，回调

接近结束， 短期或仍将在底部反

复震荡， 或将带来市场的风格切

换。 ”吴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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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龙股份强势涨停

因参股公司IPO申请获

证监会受理，昨日锦龙股份高

开低走，随后迅速拉升，不到

10时即报涨停， 尽管上午尾

盘一度开板，但整个下午股价

强势封住涨停板， 最终日涨

3.56 元 报 39.11 元 ， 涨 幅

10.01%，日成交额为15.77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明显放量。

消息面上，据锦龙股份6

月19日晚公告， 其子公司东

莞证券已于近日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

票的申请材料，并于2015年6

月19日从证监会领取了 《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151665号）， 据该

通知书，证监会对东莞证券提

交的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上周五， 证监会发布了

21家企业的IPO预披露情况，

东莞证券和华西证券两家券

商赫然在列。 分析人士认为，

一旦上市成功， 两家券商的

股东有望直接受益， 而锦龙

股份为东莞证券第一大股

东， 目前持有东莞证券40%

的股权。 而从行业层面来看，

证券行业将有望受益于注册

制改革以及相关资金配套举

措共同驱动的资本市场发

展。 此外，考虑到锦龙股份互

联网证券业务高速成长、民

营机制优势等， 业内看好公

司未来发展。 （王姣）

网宿科技涨逾9%

网宿科技6月19日晚公

告称， 为推进 “海外CDN项

目” 的顺利实施， 公司拟以

53588.83万元增资全资子公

司香港网宿科技有限公司，并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分批投入，

用于该项目海外投资部分的

建设。其余投资额53170.42万

元，由公司直接投入，用于海

外CDN项目国内投资部分的

建设。

从盘面上看，昨日该股网

宿科技低开于52.78元， 早盘

随大盘震荡走低，午后企稳反

弹，尾盘前半小时突然放量拉

升，截至收盘报57.7元，涨幅

达到9.11%， 对沪深300指数

的贡献为0.9%。 该股昨日成

交额为18.2亿元，较前一交易

日有所放量。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网宿

科技以增资香港全资子公司

方式建设2015年定增募投项

目之一 “海外CDN项目” 的

海外投资部分，充分考虑到了

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有利于

推进“海外CDN项目” 的顺

利实施，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东方证券则认为，未来网宿科

技有望成为集传输、 存储、计

算、安全、数据为一体化的综

合型云服务提供商，公司乘云

计算之疾风，业务模式全面升

级， 有望步入新增长拐点，打

破传统CDN公司之市值天花

板。 （王姣）

放弃收购 四维图新复牌跌停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停牌一个多月的四

维图新复牌并宣布放弃竞购

诺基亚地图，由此公司股价一

字跌停，收于63元。

据悉， 诺基亚在将手机

业务出售给微软之后， 近期

正在筹划将地图业务Here转

让。 据公司公告，公司董事会

5月底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

组织对NOKIA� HERE的业

务及相关情况进行评估，并

根 据 评 估 的 结 果 就 参 与

HERE股权收购竞标做出决

定。 不过，公司鉴于未能与合

作基金就竞标方案达成一致

等技术原因，经慎重考虑，决

定不参与此次HERE股权收

购竞标。

行情上来看， 自5月7日

以来，伴随着“互联网+” 热

潮， 四维图新的股价节节攀

升，使得5月涨幅超过了86%。

而今复牌恰逢市场大幅回调，

其中互联网相关品种是领跌

的急先锋， 由此本身受到拖

累。再叠加公司复牌后低于预

期的公告内容，使得获利资金

短线出逃。

分析人士指出，四维图新

的第二大股东是腾讯，其与被

阿里收购的高德地图是我国

最大的两家底层数据提供商，

占据了我国底层数据测绘市

场九成以上份额。预计公司股

价回落之后，仍然具备良好的

投资价值。

推进转型 大连控股复牌涨停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停牌近5个月的大

连控股终于复牌，受公司收购

方案刺激， 公司股价一字涨

停，收于6.8元。

据最新公告， 公司近日

与自然人马余豪、潘利民、周

广磊及刘晓萍四人签署了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深圳市保兴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协议书》， 拟以3亿

元的价格收购四人持有的深

圳市保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 而就在不久前，

公司刚刚宣布此前筹划的收

购大股东再生资源公司重组

事宜终止。

分析人士认为， 公司近

年一直在谋求转型，虽然重

组失败，但公司火速退出了

收购方案 ， 拟拓展金融业

务，并引发了市场对后续布

局P2P网贷和互联网金融平

台的遐想，由此公司股价复

牌之后仍然获得了资金的

追捧。

实际上，停牌期间A股市

场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尽

管近日连续调整，但是公司本

身补涨动力仍然较强；而且传

统企业涉新转型原本就是资

本市场偏爱的题材，短期内有

望保持强势格局。

政策暖风助力 海油工程涨停

□本报记者 张怡

震荡调整一周之后，昨日

海油工程随着大盘的反弹而

强势崛起 ， 股价涨停收于

15.77元， 由此一根阳线收复

了此前调整多日的失地。

消息面上， 有媒体报道

称，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牵

头编制的船舶工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前期研究思路初稿

已经完成， 提出到2020年高

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及关

键配套设备制造能力明显增

强，进入世界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先进国家行列，成为世界上

主要的配套设备制造国。 此

外，规划有望以船舶工业对接

《中国制造2025》 的专项规

划形式出台，重点扶持高端海

工装备。

这一消息显然对海洋相

关的上市公司形成提振，昨

日 ，Wind 航 母 指 数 大 涨

5.62%，是涨幅最大的概念板

块。 海油工程早盘维系震荡，

午盘随大盘小幅跳水后快速

崛起，午后震荡上行，尾盘封

住了涨停板。

短期来看，我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和

自贸区建设等都将带动海工

装备产业发展，预计短期内在

政策暖风下，海油工程有望成

为抵御市场大幅波动风险的

良好标的。

中信期货：中长期来看，改革

与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和中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将

使得资金仍在金融市场中流转。同

时基于改善融资渠道，激发实体活

力的目标出发，股票市场仍然是资

金角逐的主要战场。 因此，短期下

跌不改中长期牛市格局，且更利于

中期牛市走得更加稳健。 本周来

看，随着打新资金的解冻，短期流

动性压力释放，将对当前下跌的期

指价格形成下方支撑。预计本周期

指维持震荡，继续大幅下挫可能较

低，建议短期观望。

广发期货：短期来看，市场连

续大跌之后需要一段时间修复情

绪，季节性的资金紧张也还需要时

间化解，因此短期股指虽有打新资

金回流的支撑，但仍难快速回归上

升通道。 长期来看，由于居民财富

重配仍有空间，改革创新带动的经

济新引擎尚未形成，同时政策拐点

还未到来这三个核心逻辑未变，股

指在长期上行趋势中将面临阶段

性的宽幅震荡行情。

中证投资：从目前来看，牛市

尚未走完， 中级别调整后需要合

适的策略来应对。 建议投资者从

两个策略来应对： 一是对手中持

有短期被套质优股，进行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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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逐步降低成本线，等待反

弹； 二是对看好的短期弹性品种

缓步加仓，快进快出，迎接缓步反

弹的到来。 (张利静整理)

股债跷跷板失灵 期债料弱势震荡

□本报记者 张勤峰

6月23日，国债期货探底后回

稳，最终全线小幅收跌，整体不改

近阶段弱势盘整局面。值得一提的

是，近期股、债市场双双表现疲弱，

股市调整未能撬动债券的反弹。市

场人士指出，供给压力大、经济企

稳预期和流动性阶段收紧是导致

当前债市表现疲弱的主因，短期内

这些因素难见明显改变，因此债市

短线难见趋势性机会，国债期货大

概率维持偏弱震荡。

同跌不同涨凸显债市疲态

小长假归来，国债期货市场6

月23日延续弱势下行。 从主力合

约走势上看，23日早盘五年期和

十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一度双

双下跌0.4%左右， 日内保持弱势

震荡，午后跌幅有所收窄，尾盘均

小幅收跌，其中五年期TF1509合

约跌0.11%，收报96.105元，十年

期TF1509跌0.09%， 收报94.910

元。 市场成交与端午小长假前无

明显变化，仍较为清淡，五年期合

约成交不足9000手， 十年期不足

3000手，处于近两个月较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23日A股市场

行情波动剧烈， 上证指数日内波

动超过300点，早盘临近收盘一度

下跌超过200点，午后跌幅收窄并

最终翻红，最高上涨近100点。 前

期股市持续大涨， 资金分流袭扰

债市，股债跷跷板效应明显，一度

让债券投资者大呼“伤不起” ，然

而近期A股市场遭遇断崖式急跌，

股债跷跷板却不灵验， 债券依旧

是毫无起色。 从23日日内走势上

看，股指与期债走势竟颇为相似，

不过股市笑到了最后， 股债同跌

但不同涨，更显债市疲态。

机会难觅风险亦可控

市场人士指出，股票和债券并

不总是呈现跷跷板走势，不能简单

地看两者是同向还是逆向走势，应

从驱动股市和债券市场的主要因

素出发去分析。 前期股债走势背

离，主要反映的是资金风险偏好的

变化，实质上隐含了对经济逐渐企

稳的预期，这一点从债券市场长端

和短端利率走势分化上也有体现。

至于近期股票和债券同时下跌，货

币政策宽松落空及流动性趋紧应

该是主导因素。

自今年2月份以来，央行货币

政策基本保持着每月一次降准或

降息的放松节奏， 目前距离上月

降息已一月有余， 但是货币政策

仍无动静， 特别是在近期新股发

行、债券供给加速、节假日等多种

因素导致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

央行仍无所表示， 月内到期的

MLF据称也大部分未被续做，由

此导致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出

现微妙变化。 由此看，近期股债调

整的原因具有共性， 股市下跌并

不能成为做多债券的理由。 而往

后看，临近季末时点，流动性季节

性波动压力犹存， 加上政策预期

的作用， 短期内流动性仍易紧难

松，即便跨季后，流动性能否回到

4、5月份的宽裕状态也存在很大

疑问， 未来更可能是转向相对均

衡的格局。

总体上看，供给压力大、经济

企稳预期和流动性阶段收紧这些

制约当前债市表现疲弱的主要矛

盾依旧存在， 且短期内不会出现

明显改变， 债券市场趋势性机会

仍需等待。 不过， 机构报告亦指

出，资金利率上行空间不大，资金

利率的筑底并不能作为债券进入

熊市的证据。 目前期限利差处于

历史高位，未来有回落可能，带来

收益率曲线的牛平变化。 另外，从

高频数据来看， 经济的下行压力

仍未得到明显改善， 近期财政政

策开始发力， 但单独财政实施空

间不大，需要货币政策配合，货币

宽松的格局没有打破， 利率债仍

有机会。 短期而言，长债利率继续

上行空间同样有限， 对债市走势

应谨慎但不必太悲观。 由于国债

期货虚拟标的券均为中长债，短

期内仍然承压， 但在目前点位继

续下跌的空间已不大。

期权隐含波动率上升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震荡走高

影响， 昨日50ETF认购期权普遍

上涨，认沽期权则普遍下跌。 截至

收盘，主力6月合约中，平值认购

期权“50ETF购6月3000” 收盘报

0.0207 元 ， 上 涨 0.0037 元 或

21.76%；平值认沽期权“50ETF沽

6月3000” 收盘报0.038元， 下跌

0.0885元或69.96%。

波动率方面， 昨日市场呈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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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平值认购期权

“50ETF购6月3000” 隐含波动率

为 35.08% ；6 月 平 值 认 沽 期 权

“50ETF沽6月3000” 隐含波动率

为28.01%。

光大期货任静雯认为，近期市

场剧烈震荡，投资者可规避卖出期

权策略。 市场波动较大，对于卖方

来说， 徒然增加卖出期权风险，却

得不到行情剧烈波动带来的附加

收益 （只能获取固定的权利金收

益）。 相反，对于期权买方，虽损失

了期权费，但在行情剧烈波动背景

下，获取较大收益的概率较大。 因

此， 建议投资者建立买入跨式策

略，鉴于6月合约期权今日交割，期

权价格内时间价值趋于零，期权价

格相对便宜。

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6月23日，上证50ETF现货报

收于2.976元，上涨3.55%。

上证50ETF期权成交量再创新

高，成交137862张，较上一交易日增

加19.20%，总持仓250020张，较上

一交易日增加0.57%。 认沽认购比为

0.78(上一交易日认沽认购比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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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000 6287 6551 19.67

50ETF

购

6

月

2950 5600 3782 90.04

50ETF

购

7

月

3600 5545 11593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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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000 5061 4088 -40.07

50ETF

沽

7

月

2950 4693 4448 -45.38

50ETF

沽

6

月

3000 4327 3064 -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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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6

月

2900 117.14 33.00 4812 2160

50ETF

购

6

月

2850 114.77 32.33 2291 1043

50ETF

购

6

月

2800 96.61 27.21 1379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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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 -91.53 -25.78 2227 2491

50ETF

沽

6

月

2900 -88.71 -24.99 3817 4120

50ETF

沽

6

月

2950 -87.88 -24.76 3795 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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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股” 成两融降杠杆重点

□本报记者 叶涛

一周来大盘接连回调， 两市

个股普跌， 深度萎缩的市场赚钱

效应令融资盘爆仓风险陡增，主

动降低杠杆成为近期融资客操作

第一要务。 以Wind数据统计，一

周来全部两融标的中共有281只

股票出现融资净偿还， 其中金额

居前的主要为传媒、钢铁、机械设

备等品种； 同期净偿还额度占比

个股融资余额较高的主要来自传

媒、医药生物等行业。 这意味着，

随着两融风控加强、 监管仓整顿

场外配资，前期涨幅高、估值高、

股价高的“三高” 类品种成为融

资客降低仓位、 控制风险的重点

对象。

指数巨震 融资偿还升温

大盘在5100点附近徘徊一周

后，上周转为连续破位回调，区间

统计， 一周来沪综指累计下跌

687.99点，跌幅达到13.32%；个股

层面也是涨少跌多，除次新股、复

牌股外， 每日下跌股票占到市场

九成左右。 持续一周的暴跌行情

中， 受冲击最大的自然是前期高

杠杆加仓的融资盘。

此前A股单边上行期间，融资

杠杆加速牛市爆发， 为融资客带

来可观超额受益， 不过由于一周

来两市普跌， 个股赚钱效应急剧

下滑，那些杠杆大、仓位高的融资

客事实上已经处于爆仓临界点。

从近期两融数据看， 投资者

其实已经注意到融资杠杆风险问

题， 这导致一周来市场每日融资

买入额始终维持在年内低位，相

比5月下旬大盘上攻5100点时的

亢奋，其热情一落千丈。 上周五，

沪综指单日下跌307.00点，提示6

月15日以来市场调整并未彻底消

化风险，回调压力依然存在，这加

剧了融资盘偿还意愿， 由此上周

五两融余额出现大盘5100点以来

首次净偿还。

具体指标上， 上周五两融余

额为2.266万亿元， 环比前一日减

少70亿元； 当天融资偿还额为

1520.80亿元，较上周四增加64.86

亿元。 融券方面，上周融券净偿还

加速， 致使融券余额从64.00亿元

骤降至48.90亿元。 伴随市场调整

时间和幅度加剧， 两融市场上谨

慎情绪逐步升温。

“三高股” 风险急速释放

不仅A股调整压力释放，近期

券商主动提高两融保证金比例、

对两融业务标的进行调整， 也起

到了降低杠杆、 控制投资风险的

积极作用，并增强融资客主动“去

杠杆化”动力。

相关数据显示， 上周全部两

融标的中，共有281只股票遭到融

资净偿还，占比超过3成。 以绝对

金额论， 上周融资净偿还规模居

前的个股分别是国金证券、 康美

药业、新兴铸管、乐视网、掌趣科

技、美好集团、中国联通、苏宁云

商和菲达环保，具体金额为8.73亿

元、6.54亿元、5.57亿元、4.63亿元、

4.61亿元 、4.11亿元 、3.76亿元 、

3.04亿元和2.73亿元； 数量上，区

间融资净偿还金额超过1亿元的

股票有61只， 超过5000万元的有

135只，其中来自传媒、计算机、机

械设备板块股票分别达到11只、

12只和12只，占比相对较多。

此外，以区间融资净偿还金额

占个股融资余额比例统计， 则上述

281只股票中该项占比超过10%的

股票有20只，成飞集成、美好集团、

新兴铸管、菲达环保、圣农发展、中

视传媒、 中青宝更分别达到21%、

21%、19%、17%、15%、15%、15%。

将以上两项数据相对比可以

发现， 无论是金额居前还是净偿

还比例较高的股票， 多数都集中

在传媒、计算机、医药生物领域，

以及前期表现抢眼的钢铁、 机械

设备、房地产领域。 其中以传媒、

计算机品种为代表的中小盘成长

股是当前市场中估值水平最高的

一类；而乐视网、生意宝、卫宁软

件等则是前期市场高价股典型，

之前股价均在百元甚至200元之

上。 分析人士认为，此类“三高”

品种本就是市场内的风险密集

区， 近期集中遭到融资偿还且普

遍力度较大， 这也意味着受到融

资筹码释出冲击市场， 短期内此

类品种走势将受到较大压制，建

议投资者尽量规避此类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