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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成分股异动扫描

■ 融资融券标的追踪

■ 机构看市

上证50ETF期权每日行情

7月22日， 上证50ETF现货

报收于2.737元，下跌1.12%。上证

50ETF期权共成交82615张，较

上一交易日减少16.66%，总持仓

308310张，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2.48%。

认沽认购比为0.63� (上一交

易日认沽认购比为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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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00 6228 9969 -24.94

50ETF

购

8

月

2750 4083 6889 -28.62

50ETF

购

8

月

2850 3137 5950 -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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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00 3487 6764 -20.11

50ETF

沽

8

月

2800 2921 3727 -2.54

50ETF

沽

8

月

2750 2750 3835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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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50 11.84 -10.58 91 490

50ETF

沽

9

月

2850 10.95 -9.77 61 553

50ETF

沽

12

月

2850 10.84 -9.68 66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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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00 -35.19 31.42 2165 5508

50ETF

购

9

月

3400 -34.67 30.95 333 3375

50ETF

购

9

月

2950 -34.26 30.59 294 1079

注：（1） 涨跌幅=期权合约

当日结算价/期权合约上一交易

日结算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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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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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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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行权日，到期合约不计

入当日成交量和涨跌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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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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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显“怂” 期指短期跌幅有限

□本报记者 王姣

“期指大幅贴水， 现货也很

怂， 这种情况下空单本来稳稳

地，但是国家队猛拉权重......我也

有点认怂了，愣是没敢开空单。”

7月22日盘后， 有投资者在新浪

微博上表示。

一个“怂” 字道出了近期市

场的谨慎情绪。当前市场信心并未

完全修复，在谨慎情绪和套保盘的

双重影响下，期指三品种贴水幅度

不断扩大，反映市场对于后市信心

依然不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昨

日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IF1508

上， 前20名多头席位大举增仓

3000手， 而前20名空头席位仅增

仓1493手， 尤其空头主力海通期

货席位大举减持1372手， 多头重

新集结，凸显出空头的“怂”态。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的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增量资金

对于盘面的推动力还相对较小，

在贴水幅度没有收窄前，指数难

以向上突破，与此同时，在政策

面的呵护下，指数大幅下行的概

率也较低，期指短期或将继续窄

幅震荡。

贴水再扩大 投资者怯开空单

本周以来，期指表现明显弱

于现货，贴水幅度再度扩大。 截

至昨日收盘， 沪深300期货主力

合约 IF1508收于 3945.2点，跌

21.6点或0.54%； 上证50期指主

力合约IH1508收于2632.6点，跌

32.8点或1.23%， 本周已实现三

连阴； 中证500期指主力合约

IC1508相对较强，昨日涨66.4点

或0.86%，收于7773.0点。

“期指近期出现较弱走势主

要是由于市场对于指数继续上

行信心不足， 热点板块反弹到

位，开始疲软，机构此时也加大

套保所致。 这些都导致了期货明

显弱于现货。 ”方正中期研究员

彭博指出，出现如此大的贴水但

股指仍然较为坚挺，主要原因在

于市场依然保持了一定热度，在

近期领涨的军工板块走弱以后，

国企改革板块昨日异军突起。

宝城期货研究员邓萍同时

表示，由于期货价格的变动对现

货价格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而

当前期指表现显著弱于现货，显

示了投资者对于未来股指的走

势并不乐观。 而且当前市场信心

并未完全修复， 一有风吹草动，

股指就出现较大程度的调整，市

场观望氛围相对浓重， 因此，也

导致了套保盘的增加，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拉低了期指的走势。

截至昨日收盘，期现大幅贴

水状态依然没有改善，IF1508、

IH1508、IC1508 分 别 贴 水

211.96点、107.19点和547.24点，

显示市场情绪仍然偏空。

彭博告诉记者，贴水继续扩

大反应了市场对于后市信心依

然不足，目前指数弱势震荡而贴

水一路扩大，表明这个位置套保

及投机资金较多，贴水扩大反映

了资金对后市较为悲观的预期。

“今天（7月22日）值得注意的

是期指的贴水扩大也使得现货

的走势愈加疲弱，盘中也出现了

小幅跳水的行情。 在贴水幅度没

有收窄前，指数难以向上突破。”

也有观点认为，从当前的贴

水幅度来看，已经不是简单的悲

观预期所能解释的。 “可能是当

前市场制度导致套利资金以及

投机资金的缺失，致使不合理价

差的出现。 ” 金汇期货表示。

事实上，在贴水持续扩大的

情况下，空头投资者同样非常谨

慎， 昨日盘后即有投资者表示，

“各位看看期指贴水情况有多严

重吧，这种状态下，再开空单套

保是需要勇气的。 ”

后市料震荡

持仓方面，昨日三大期指现

集体增仓，IF、IH、IC加权分别

增仓2901手、1531手和815手。

从主力持仓变动来看，IF1508

前20名多头席位大举增仓3000

手， 而前20名空头席位仅增仓

1493手， 多头力压空头阵营；

IH1508合约上， 空头势力则占

据上风， 前20名空头席位大举

增仓1728手， 而前20名多头席

位仅增仓979手；IC1508合约多

空相对势均力敌， 其前20名多

头席位增仓803手，前20名空头

席位增仓571手。

“从期指盘后持仓来看，期

指三品种持仓仍处于低位水平，

多空双方仍旧较为谨慎，增量资

金对于盘面的推动力还相对较

小，缺乏大幅上涨的动力。”邓萍

表示，期指短期或将继续保持震

荡态势，投资者可以采取高抛低

吸的操作。

不过银河期货研究员周帆

认为，股指期货贴水未必意味着

市场会向下走，市场主导权依然

在现货股票。 “以IC为例，IC上

市以来长期大幅贴水，但IC合约

上市后一个多月一路上涨。 后市

来看，上证指数收五连阳，且站

稳5日、20日、半年线上方，走势

较强，且向上空间要大于向下空

间，政策面呵护市场，所以未来

向上可能性较大。 ”

彭博则表示，近期热点的轮

换将是保持指数坚挺的重要因

素，加上国家队的维稳努力并未

减弱， 指数大幅下行的概率较

低，近期可能仍将维持窄幅震荡

的走势， 同时也面临方向的选

择，建议投资者观望为上。

中州期货： 昨日三大期指继

续呈现出窄幅震荡之势， 期现大

幅贴水状态依然没有改善， 显示

市场对未来仍旧略显悲观的态

度。在经过报复性反弹过后，目前

市场处于休整期， 期指实现“

V

”

型反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市场

承压

120

天线，近期料维持宽幅震

荡格局。

瑞达期货： 周三三期指均呈

探底回升态势， 总持仓小幅度增

长，但两市量能仍较为低迷，资金

流入较为谨慎。整体上看，沪指四

千点之上套牢盘巨大， 且情绪仍

需一段时间缓慢修复， 板块热点

持续性较弱， 后半周料盘内波动

与短期震荡攀升并存，策略上，三

期指日内波段操作。

金汇期货：近两日，市场表

现相对平稳，盘中虽偶有急挫，

但随后亦能收回跌幅。 从相应

因素来看， 当前部分投资者对

于救市资金的退出仍然心有余

悸， 这致使一些短线资金在获

利后迅速离场。 但从盘中来看，

一旦市场遭遇较大抛压时，总

有资金入场接货，这其实表明，

护盘资金依然是存在的。 价格

走势上， 市场近来落入短暂的

震荡格局， 实则有望夯实这一

阶段性底部。 操作上，已经入场

的多单继续持有为主，

IF1508

合

约依托

3800

作为多单止损参

考。 （王姣整理）

盘局难破 期债等待指引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周三，国债期货微涨，仍不改

近段时间震荡局面。 市场人士指

出，在股市行情趋稳、经济数据利

空消化后， 债券市场处在短期消

息面平静期， 二级市场演绎结构

性行情、 一级市场表现稳定显示

配置需求的支撑较为稳固， 在短

期来看，债市难寻趋势性方向，盘

局一时难改。

继续震荡拉锯

自从A股市场动荡告一段落，

债券市场也重新回归震荡拉锯的

格局。 周三（7月22日），国债期货

市场延续窄幅震荡走势，收盘小幅

上涨，成交较为清淡。 其中，10年

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1509收盘

报95.63元， 涨0.05元或0.05%，成

交1755手；5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

约 TF1509收盘报 96.93 元 ，涨

0.105元或0.11%，成交4817手。

债券现货市场则继续演绎结

构性行情，利率债变动不大，信用

债收益率继续走低。据Wind行情

数据显示， 周三银行间债券市场

上，新上市10年期国债150016日

内成交在2.50%-3.62%， 尾盘成

交在3.50%； 待偿期接近10年的

150005则成交在3.51%， 与前日

尾盘成交利率基本持平；剩余6年

多的150002成交在3.46%， 下行

约1bp。 企业债交投活跃，接近7

年的15白云工投债（主体AA-）

成交在6.64%， 下行约3bp，15吐

鲁番国投债 （主体AA） 成交在

5.65%，下行约7bp。

盘局一时难破

结合债券一二级市场、 期现

货市场表现来看， 近期债市行情

呈现上下两难的状态， 往下有配

置需求的支撑， 大幅下行风险不

大，往上则有供给、经济回暖预期

等诸多制约， 加上债市收益率整

体已处低位， 价格水平继续大涨

的难度也较大。

分析人士指出， 未来一段时

间， 供给层面的压力仍比较突出，

构成确定性的不利因素。 不过，从

长期来看，供给不是能够改变债市

运行趋势的主要因素。 同时，5、6

月金融数据渐趋改善，随着信用扩

张、货币条件改善，未来经济企稳

的可能性在增加，目前仍处在验证

阶段，但经济基本面对债市上涨的

支撑在减弱，未来甚至可能逆转为

不利因素。总之，供给、经济回暖预

期等因素尚不至于逆转债市运行

方向， 但要么对债市上涨构成制

约、要么支撑力度在减弱，使得债

市缺乏趋势走强的动力。

有利因素方面， 货币政策维

持宽松取向仍比较确定， 政策收

紧的可能性极小，但宽松的节奏、

力度和工具选择可能微调， 市场

对央行回归定向宽松的预期较

高。 鉴于此前货币宽松对债市行

情的边际影响在减弱， 如果后续

没有超预期的宽松， 债市收益率

也很难再下一城。

就短期而言， 随着股市震荡

加剧财富效应的减弱以及IPO暂

停，一些资金正悄然回流债市，构

成确定性的利好。市场人士指出，

上周面对超预期的经济数据，债

市运行平稳， 以及近期一级招标

情况持续乐观， 很大程度都得益

于增量配置需求支撑。 但是需要

注意的是， 这部分资金回流的持

续性仍不确定，IPO毕竟不可能

长期暂停， 目前市场对股市行情

也还比较乐观。另外，这部分资金

对收益回报要求较高， 更加青睐

信用产品， 对利率债需求能够带

来多大的支撑尚需观察。

总之， 目前债市缺乏能够打

破短期胶着局面的力量， 盘局一

时难破，市场将继续等待指引。

巨额环保需求提振国中水务

在成都举行的2015年中

国环保行业高峰论坛上， 相关

人士表示，“十三五” 环境问题

比较复杂，大气污染、水污染、

土壤污染防治三大领域投资需

求将达到6万亿元， 这为部分

环保类上市公司带来估值向上

契机， 昨日国中水务强势涨停

的同时， 单日成交额也放出巨

量，达到20.83亿元。

为保障环保“十三五” 总

体目标实现，“十三五” 期间环

保的重点就是要把大气、水、土

壤三个“十条” 落实好，建立环

境质量目标管理模式， 使得相

关措施、政策全部落地。在环境

投资方面，相关人士表示，大气

污染防治领域投资1.75万亿

元，水污染防治领域投资4.6万

亿元。分析人士认为，加快节能

环保产业发展是我国推动可持

续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

现美丽中国崭露的重要举措，

随着细分政策出台、 投资金额

加码， 节能环保产业将迎来发

展的“春天” 。 预计二级市场

上， 节能环保概念股有望受到

资金青睐。

分时图上， 国中水务昨日

以7.23元接近涨停价开盘，上

午10点过后即强势封死涨停，

午后随着大盘跳水， 涨停板一

度小幅打开， 但很快就重新封

上涨停。至收盘时，国中水务每

股报7.27元，已经接近7月初水

平。 (叶涛)

旅游援疆加码 新疆城建收复年线

2015年全国旅游援疆工作

会议近期在乌鲁木齐举行，国家

旅游局公布旅游援疆十件实事，

支持新疆旅游业发展。受到政策

支持，多家新疆上市公司股价获

得提振，其中新疆城建昨日尾盘

封住涨停，重返年线上方。

昨日早盘， 新疆城建持续

在平盘附近徘徊，上午10时30

分左右震荡走高， 不过午后大

盘跳水，该股重归平盘整理，直

至尾盘阶段， 大额买单密集涌

现，支撑新疆城建快速上攻，最

终以12.78元涨停价报收。 K线

形态上， 至昨日收盘时该股已

然收复年线。成交方面，昨日该

股小幅放量， 达到7.13亿元成

交额。

据上述会议内容，“十三

五” 期间，国家旅游局将在旅

游发展基金中增加1亿元，共

安排3.5亿元支持新疆旅游发

展， 其中2亿元支持南疆旅游

发展。同时，国家旅游局还将帮

助新疆包装一批旅游项目、加

大招商推广力度、 开辟更多丝

路旅游航线， 改善新疆旅游消

费环境。

分析人士表示， 尽管昨日

市场波动较为频繁， 对个股走

势造成影响， 但旅游援疆加码

利好还是适时发酵， 对新建城

建股价带来显著提振， 据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新疆定位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区位

优势突出，搭上“国家战略快

车” 的新疆城建，短期有望维

持强势。 (叶涛)

苹果产品热销助力欧菲光涨停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维持小

幅震荡， 场内题材热点保持活

跃， 受益于苹果产品热销的消

息，苹果产业链公司表现较好，

欧菲光昨日强势涨停。

欧菲光昨日小幅低开后，

震荡拉升， 随后维持窄幅震荡

格局，尾盘成交额突然放大，股

价快速封死涨停板， 尾盘报收

于36.83元。 值得注意的是，欧

菲光昨日成交额为19.49亿元，

较此前显著放量。

消息面上， 苹果公司下一

代iPhone的首批产量将创历

史新高， 预计在今年底前将生

产 8500 万 -9000 万 部 i-

Phone6s， 同比去年订单增幅

最高将达30%。 由于新款 i-

Phone将于9月18日上市，业内

预计大规模生产将在8月全面

展开。

分 析人 士指出 ， 新款

iPhone的订单数量超出预

期 ， 显 示 出 苹 果 对 Force�

Touch、手势控制以及蓝宝石

屏等创新推动销售充满信

心。A股市场有很多苹果手机

零配件的供应商， 随着新一

代苹果手机产量创新高，相

关个股有望受益， 如果市场

维持平稳， 短期欧菲光有望

保持强势。 (徐伟平)

融资客做波段 余额震荡不前

□本报记者 张怡

近期A股市场逐步恢复，但两

融余额反复震荡裹足不前，从数据

来看， 融资客波段操作特征明显。

7月21日沪指低开高走冲上4000

点， 两融余额也随之攀升达到

14360.86亿元，环比上个交易日增

长了近90亿元。 其中，融资偿还额

环比降低是主因，显示出短线撤离

动力减弱。其中，建筑装饰、机械设

备和非银金融行业的净买入额居

前。激进投资者的谨慎意味着增量

资金入市热度不高，此时多空双方

的拉锯时间料拉长，波段操作特征

和融资波动料将持续。

两融余额反复波动

两融数据近期反复波动，实

际上，自7月9日市场企稳之后，两

融余额虽然止住了凌厉跌势，但

也未能恢复到6月之前那种稳步

上行态势。

据Wind数据，7月21日沪深

两市的融资融券余额为14360.86

亿 元 ， 环 比 上 个 交 易 日 的

14270.17亿元提升了逾90.69亿

元。而自7月9日以来的9个交易日

中，两融余额有4个交易日环比上

升，5个交易日环比下降， 而且降

低额度大于增长的额度， 由此两

融余额始终涨涨跌跌， 没有呈现

出趋势性， 而且余额比7月8日还

低了近220亿元。

从周二的情况来看， 两融余

额的环比攀升主要系市场强势冲

上4000点，使得融券偿还力度减

弱所致。数据显示，当日的融资余

额为14326.71亿元， 环比提升了

88.40亿元。 其中融资买入额为

1442.65亿元， 环比降低了81.83

亿元， 可见高位徘徊之中融资客

的买入十分谨慎； 而当日的融资

偿还额为1354.24亿元，环比下降

了169.88亿元， 可见融资客的持

股意愿明显提升。此外，当日的融

券余额为34.16亿元，环比提升了

2.3亿元，可见部分资金在4000点

之上变得谨慎。

分析人士指出， 上述数据反

映新一轮融资开仓规模有限，表明

市场中相对激进的投资者尚未强

势做多，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前市

场发动单边行情尚不具备条件。

资金谨慎 波段操作

行业方面，当日建筑装饰行

业的融资净买入额最高，达到了

33.46亿元， 遥遥领先于其他行

业；机械设备行业的净买入额也

达到了12.26亿元； 非银金融、公

用事业、电气设备和有色金属行

业的净买入额均超过了5亿元。

相反，采掘、国防军工、银行板块

的净偿还额居前，额度均超过了

亿元。

个股方面， 中国中铁的融资

余额环比增长了59.78%， 宝莫股

份、华海药业、沪宁高速、燃控科

技和中国铁建的融资余额环比增

幅也均超过了20%。

结合行情来看， 本周二28个

申万一级行业中有25个行业实现

上涨， 其中农林牧渔以4.89%的

涨幅位居首位， 休闲服务和交通

运输行业的涨幅也均超过了3%，

建筑装饰板块上涨了2.44%，机

械设备板块上涨1.93%。 相反，银

行、 国防军工和家用电器行业则

逆市下跌。

上述跟随行情的融资情况凸

显出了融资客波段操作的特征，

融资客短线撤离热门板块并进驻

相对滞涨的板块， 代表了市场之

中绝大多数活跃投资者的低买高

卖特征。 而这也正是造成4000点

附近行情反复拉锯的主因。 多空

双方均未能快速取胜， 使得投资

行为趋向短线波段化； 而多空双

方的相对平衡， 也使得市场量能

维持低位均衡状态； 杠杆资金的

谨慎也意味着市场短期内难以获

得大额增量资金入驻，由此，横盘

震荡、 热点轮换成为了市场主要

表现形式。

期权合约到期日运行平稳

□本报记者 马爽

受标的上证50ETF价格低开低

走影响，昨日50ETF认沽期权合约价

格多数上涨，认购期权合约价格多数

下跌。 其中，8月平值认沽期权

“50ETF沽8月2750”收盘报0.1629

元， 下跌0.0029元或1.75%；8月平值

认购期权“50ETF购8月2750”收盘

报0.0778元，下跌0.0312元或28.62%。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7月虚值

认购和虚值认沽期权价格几近归

零，这是因为在到期日当天期权的

时间价值已所剩无几，而虚值期权

内涵价值为零。 与此同时，今日所

有7月期权合约将退市， 并将新挂

到期月份为明年3月的期权合约。

对于后市，光大期货期权部刘瑾

瑶认为，近期，50ETF价格日内波动

幅度明显缩窄， 成交量也逐渐萎缩。

虽然国家队的护盘力量仍在，但市场

信心依然较为脆弱， 短期50ETF或

仍将以震荡整理格局为主。

在市场还未出现趋势性行情

之前，建议投资者继续使用卖出跨

式策略或者垂直价差策略。 策略

一：卖出跨式策略，即同时卖出同

一月份行权价格相同的N单位认购

期权和认沽期权，并持有该组合头

寸至到期日的前一周。 策略二：垂

直价差组合。 除此前推荐的认沽价

差组合以外，基于认购期权隐含波

动率已大幅回落的情形，投资者也

可以使用认购价差组合。

贝因美受益“全面二孩”政策预期

据相关报道， 包括国家卫

计委在内的相关方面已经着手

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进行评估

和推进，如果推进顺利，全面二

孩政策最快可能在年内就开始

实施。若未来政策出现调整，将

直接利好婴幼儿产业链个股。

受此消息提振， 昨日贝因美全

日上涨10%或1.66元， 收报

18.21元。

昨日早盘 ， 贝 因美以

17.02元跳空高开， 未几股价

进一步走高至17.38元附近，

全日整体围绕这一价格窄幅

波动，收盘前半小时，股价突

然再度攀升并封上涨停板。

成交放量明显， 全日成交额

达13.36亿元。

融资融券数据显示，7月7

日至7月15日期间， 停牌中的

贝因美始终处于融资净偿还状

态，去杠杆明显。 该股于15日

复牌，自16日以来，融资净偿

还的状况便得以扭转， 股价也

“步步高升” ， 截至7月21日，

该股融资余额为11.21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伴随中国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改革过

程中的人口红利正不断衰退，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必须

改变的十字路口，未来“全面

二孩” 政策放开是大概率事

件，贝因美等母婴用品概念股

有望长期受益，近期若市场人

气依然偏暖，则短线仍可关注

该股。 (王朱莹)

“中粮三剑客”齐涨停

7月9日以来， 中粮地产、

中粮生化、中粮屯河等“中粮

系” 股票表现十分抢眼，期间

涨 幅 分 别 高 达 65.43% 、

61.61%和58.13%， 已收复前

期下跌的大部分失地。 国企改

革概念无疑是推动“中粮三剑

客” 强势上涨的主要因素，短

期内上述股票预计有望保持

强势。

中粮地产是三只股票中的

领头羊，昨日早盘该股以16元

低开，此后震荡走高，但随即又

掉头向下， 围绕前收盘价窄幅

震荡，直至午后14时前突然大

幅拉升并封上涨停板， 全日上

涨1.62元或9.98%， 收报17.85

元。 而中粮生化和中粮屯河与

其走势大体一致， 均于尾盘封

上涨停， 分别收报17.05元和

20.43元。

公开交易日信息显示，昨

日中粮地产全日成交21.84亿

元， 其中买入前五席位中排名

第一的是齐鲁证券上海建国中

路营业部， 买入了7144.65万

元，此外出现了两家机构身影，

分 别 买 入 4756.84 万 元 和

3867.42万元；但同时也有一家

机构席位出现在卖出前五席位

上， 卖出金额为1786.72万元。

分析人士认为， 市场预期中国

国企改革将向纵深推进， 国企

改革概念再受追捧， 中粮系股

票不仅具备国企改革概念，同

时长期看仍存在重组预期，故

而受到资金追捧， 后续仍有继

续上行空间。 (王朱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