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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主力合约持续贴水

□

本报记者 王辉

在经过上周一的强劲反弹之

后， 近几个交易日A股市场持续

窄幅震荡。 股指期货市场上，由

于三大品种主力合约始终保持较

大幅度贴水， 多方上攻持续表现

乏力。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管理

层维稳市场态度不改， 但上方套

牢盘较多， 短期内A股市场股指

预计仍有进一步震荡整固的需

求， 期指市场谨慎情绪或需进一

步修复。

期指延续贴水格局

在上周末管理层宣布阶段性退

出救市的背景下，周一（8月17日）

A股市场小幅低开。 虽然早盘主要

股指一度出现快速跳水， 但市场逢

低买盘推动股指触底反弹。 截至收

盘 ， 上 证 综 指 上 涨 28.34 点 至

3993.67点，深证成指收涨128.03点

至13573.90点， 沪深300指数收高

4.33点至4077.87点。 在期指三大品

种的表现方面，截至收盘，沪深300

期指主力合约IF1508报4003.8点，

微跌0.15%，贴水74.1点；上证50期

指主力合约IH1508报2502.6点，跌

幅达1.69%，贴水47.9点；中证500期

指主力合约IC1508报8659.0点，涨

2.91%，贴水161.5点。

由于周五（8月21日）期指三

大品种的8月合约进入最后交割

日， 从周一收盘时三品种的升贴

水状况来看， 期指市场投资者对

于本周A股的运行仍谨慎。就具体

贴水幅度来看， 周一收盘时三大

期指8月合约贴水幅度均在1.5%

以上，延续了7月下旬以来的贴水

格局。 事实上，从7月17日近一个

月期指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来

看，除7月23日、8月4日、8月10日

等A股大幅反弹的几个交易日外，

期指市场在多数时间内均呈现出

持续的贴水格局。

从中金所公布的8月、9月合约

多空持仓情况来看， 近段时间以

来，三大品种多空比（前二十大多

头总持仓除以前二十大空头总持

仓）持续保持在低位，显示出多方

信心不足。

短期维持震荡走势

对于期指市场当前相对弱平衡

的表现，机构认为，主力合约持续贴

水局面， 很大程度上反映投资者对

于短期市场表现的谨慎预期。 短时

间内市场预计将保持横向整理运行

格局。

方正中期表示，从上周以来A股

及期指市场的运行状况看， 市场做

多信心不充足， 贴水放大说明市场

谨慎。 日内表现出跟涨犹豫下杀坚

决的态度， 尤其当股指表现出较大

抛压之后， 期指往往立刻做出谨慎

回应，贴水逐渐放大。 就具体操作而

言， 该机构认为目前市场阶段性反

弹还未结束， 多单仍可继续持有但

加仓需谨慎。

来自国信期货、 瑞达期货等机

构的最新观点也认为，前期市场在

监管层的强硬救市措施下止跌企

稳。 综合来看，由于技术面和套牢

盘压力， 沪指4000点附近反复难

免，进一步走强仍待量能配合。 此

外， 由于本周三大期指进入交割，

短期扰动性增大，主要股指预计延

续箱体震荡格局。

基金做多信心增强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近期市场在震荡中逐步企稳。

业内人士认为，从公募基金仓位以及

私募对后市信心看，乐观情绪明显增

多，阶段性利空已释放完毕，市场正

积蓄做多力量。

公募仓位上升

根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统

计， 上周， 国内各类型基金全部上

涨，其中股票型、指数型和混合型基

金表现居前， 涨幅分别为5.42%、

4.82%和3.56%，保本型、债券型和

货币型基金表现居后， 涨幅分别为

0.75%、0.28%和0.04%。股票型基金

中，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汇添富策

略回报和诺安成长表现居前， 涨幅

分别为14.35%、12.37%和11.28%；

混合型基金中，益民创新优势、中海

分红增利和华商新锐产业表现居

前， 涨幅分别为12.66%、11.40%和

10.09%。

统计显示，上周基金仓位有一定

幅度上升。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

显示， 上周， 偏股型基金仓位上升

2.34个百分点，当前仓位71.63%。 其

中， 股票型基金上升0.82个百分点，

标准混合型基金上升2.46个百分点，

当前仓位分别为83.22%和70.70%。

在稳增长政策背景下，投资者信心有

望逐步恢复。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

德龙指出，上周人民币汇率贬值，

A股市场出现温和反弹，市场成交

量开始逐渐恢复， 市场情绪逐渐

转暖。 整体来看，当前市场情绪逐

渐恢复，成交量有所放大，场外资

金入场积极性提高。 随着国企改

革顶层设计逐渐明朗， 央企出现

停牌潮， 国企改革概念股成为市

场热点，有力提升市场人气。 考虑

到大跌之后投资者信心恢复需要

一段时间， 未来一个月大盘走势

仍以震荡反弹格局为主， 可以适

当提高仓位， 重点配置业绩增长

好的行业和板块，如食品饮料、商

贸零售、医药、新能源汽车等。

私募信心增强

据私募排排网调查，52.94%私

募认为经过深度调整后，人民币贬

值反而会促使市场上涨。 其中，

7.84%的私募认为会导致股市大

涨，45.10%的私募认为市场会小幅

上涨；35.29%私募认为人民币贬值

对市场的影响不大，仅有11.77%的

私募认为市场会下跌，其中，9.81%

的私募基金认为市场会小幅回调，

仅有1.96%的私募认为市场会大幅

下挫。

瀚信资产董事长蒋国云认为，

目前投资者的持仓普遍较低， 特别

是阳光私募的持仓大概在20%左

右， 公募基金的仓位也在最低持仓

线附近，跌无可跌。 一旦市场企稳，

闲置的机构资金随时准备进场，产

生赚钱效应后， 投资者的资金也会

随之进场。前期A股下跌已经是市场

能出现的最糟糕情形。 政策层面鼓

励做多，限制做空。 说明股市下跌空

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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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陈建顺

先生有关办理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 陈建顺先生将其持有的11,326,000股公司股份（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8.74%，占公司总股本的3.08%）质押给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

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该笔质押手续已于2015年8月14日办理,并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5年8月14日起

至质押双方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之日止。

有关股东陈建顺先生历次办理股权质押信息如下：2015年4月22日， 陈建顺先生将其

持有的14,000,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

务，该笔质押手续已于2015年4月22日办理。详见公司2015-035号公告 《关于公司股东股

权质押的公告》。 因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实施完成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分红前公司总

股本为240,513,224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60,769,836股；鉴于此，陈建顺先生质押给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数量由14,000,000股调整为21,000,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陈建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9,413,34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建顺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2,326,000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82.02%，占公司总股本的8.80%。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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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解押、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我公司接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通知：股权质押贷款已经偿还，大连友

谊集团有限公司将2013年6月24日质押给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井子支行的

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计2,90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4%），及2014年7月21日质押给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计1,8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05%），于2015年8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解除

质押手续。

同日，为解决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5%）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分行办理了质押贷款,上述质押自质押日期起至由债权人提出申请解除质押为

止。 上述有关质押登记手续于2015年8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大连友谊10,666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9.93%，其中持有的7,200万股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20.20%。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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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小幅回暖 热点持续性增强

信心回升 A股蓄势返正轨

□

本报记者 张怡

区间震荡概率大

自7月初的股灾以来，救市是A股市场的主旋

律， 目前A股市场仍受到4000点上方套牢盘压

制，而下方支撑也逐步夯实，因而区间震荡是大概

率事件。 不过，当前行情逻辑正逐步改变。 分析人

士指出，期间随着政策面的变动、抛压的逐步消解

和投资主线对人气的聚集，量变蓄势之后，质变可

能逐步发生。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A股震荡区间可能被超

预期事件所打破。证监会最新表态意味着，股灾以

来市场中最大的股票购买机构正在从短期多头转

变为长期中性投资者。

投资方面，国泰君安建议，首先可关注行业趋

势好，例如业绩增长明确的传媒、农业（农垦改

革）板块；其次可关注性价比高、近期有明确催化

剂的电力及零售板块；再次，关注受益于财政政策

发力预期， 市场认识尚不充分的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及通信（光纤光缆）板块。主题方面主推国企改

革、信息经济和新能源汽车。

海通证券认为， 当前需要等待新主线聚集

人气。市场新主线需要确认两个因素：第一，9月

中旬美联储议息会议将尘埃落定，在此之前，投

资者对利率、汇率的担忧始终存在；第二，10月

高层讨论“十三五” 规划，这有可能成为新的投

资主线。当前市场以找机会为主，短期注重结构

性机会，如稳增长和改革，中期深挖成长，聚焦

“十三五” 。 其中，稳增长方面建议积极关注京

津冀相关概念股票， 以及城市地下管廊建设相

关个股。改革方面建议关注国企改革，以及受到

国企改革、 科创中心和迪士尼三重催化的上海

概念股。

自上周以来，

A

股市场成交小幅回暖，盘中热点层出不穷，主线脉络逐渐清晰，两融余额平稳上升，赚钱效

应提振信心，市场人气明显回升。 当前，

A

股开始步入良性循环之中，对政策和消息面反应迅速。 股市生态系统

的自我调整完善将使得人气回暖的格局延续，也是行情蓄势、量变到质变的必经之路。

资金进场动力增强

回顾市场近两周以来的表现， 大盘整体以震

荡盘整为主，呈现出底部逐步抬高的趋势。 从7月

初的3400点一线， 到二次探底的3600点一线，上

证综指的底部逐步抬升。 而今上证综指正运行于

3600点至4000点的区间内进行震荡消化压力，指

数重心逐步上移。从最近一个月情况来看，低点连

线形成了一个短中期的趋势线， 对指数形成较好

支撑，短线不宜悲观。

从风格来看，中小盘题材股表现活跃，以金融

为代表的大盘权重股相对低迷，呈现出指数搭台、

个股唱戏的格局。 周一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

25个行业实现上涨，其中农林牧渔、钢铁、交通运

输、 房地产和建筑材料行业的涨幅居前， 均超过

3%。非银金融、银行和传媒行业则逆市下跌，不过

跌幅均未超过1.5%。

近期热点丰富且持续发酵，市场人气明显回

升。 上周市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商贸零售类板

块，在行业巨头动作频频、出口向好预期等影响

下表现强势；央企重组概念、各地方国企改革概

念、区域振兴概念崛起。 不难发现，继上海、广东、

西藏、福建等地之后，本周一新的区域热点接力

而上，广东国资改革指数大涨7.45%，遥遥领先，

体育指数和北部湾自贸区板块的涨幅也分别达

6.46%和5.05%；此外，丝绸之路、新疆区域振兴、

上海本地重组、中日韩自贸区等概念板块的涨幅

超过4%。

海通证券认为，上周市场情绪大幅上升。上周

年化换手率559%， 前一周为416%，2007年高点

为1658%。 上周单日成交量最低为715亿股，较5

月28日高点下降约45%；融资交易占比17.3%，前

一周为14.5%，历史高点为26.38%。上周末股指期

货多空持仓比为0.89，较前一周上升0.05。

在赚钱效应吸引之下， 资金入场动力增强，

融资呈现温和稳定增长态势，说明资金心态趋于

平稳。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14日，沪深两市两

融余额为13779.87亿元，比上个交易日提升52.65

亿元， 这已经是两融余额连续第6个交易日稳步

上行；当前余额较8月3日的阶段低点12972.90亿

元已经提升806.97亿元。 从8月3日至14日期间融

资净买入额较高的行业来看，国防军工、化工、机

械设备、建筑装饰和交通运输等板块的净买入额

居前且均超过30亿元。

热点具备持续性

在良好的回暖态势中， 市场自身调节不断增

强，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正在重建。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4日在例行发布会

表示，随着市场逐步取向常态波动，应该更加发

挥市场自身调节作用。 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

会退出，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变，但一般不入市

操作。 当市场异常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

证金公司将以多种形式维护市场稳定。 同时，证

金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汇金转让一部分股

票，由其长期持有，这既有利于证金公司稳定市

场作用，也有利于恢复市场功能，为股市长期稳

定发展发挥作用。

实际上，从近两周情况来看，市场抗压能力

已经明显提升。 上周，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创业

板指涨幅分别为5.9%、5.1%、3.8%。 海通证券表

示，上周在人民币贬值背景下，市场整体保持强

势，说明负能量在前期下跌中已经释放充分。 封

闭式基金溢价率上升显示风险偏好回升，场内投

资者已有所加仓。 虽然增量资金入市仍没有明显

好转，但积极的变化已经出现。 证监会14日的公

告有助消除市场之前担忧的救市资金退出冲击，

稳定市场信心。

另一个向好的信号是，热点持续性增强。自近

期二次探底企稳之后， 市场中明显呈现出热点增

多、切换快速特征，这是震荡市的主要特征。其中，

国企改革、国防军工是反复演绎的两条主线。上周

以来，市场热点呈现出持续发酵状态。 一方面，受

益于央企重组预期，国企改革概念股表现强势，上

海本地股活跃，掀起了“炒地图” 热潮，本周一这

种热潮仍在升温，期间不少个股频创反弹新高。另

一方面，在苏宁云商与阿里“联姻” 的利好之下，

商业零售相关的商业贸易、 纺织服装等行业持续

表现强势，成为上周的领涨行业。

7月以来两融余额走势（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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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小幅回暖 热点持续性增强

信心回升 A股蓄势返正轨

本报记者 张怡

自上周以来，A股市场成交小幅回暖但仍未放量，盘中热点层出不穷，主线脉络逐渐清晰，两融余额平稳上升，市场赚钱效应提升从而提振信心，市场人气明显回升。 当前，A股开始步入良性循环之中，对政策和消息面反应迅速、市场规律逐步显现。 后市A股内部生态系统的自我完善将使得人气回暖的格局将延续，有助于投资者信心进一步恢复，也是行情蓄势、量变到质变的必经之路。

资金进场动力增强

回顾市场近两周以来的表现，大盘整体以震荡盘整为主，呈现出底部逐步抬高的趋势。 从7月初的3400点一线，到二次探底的3600点一线，上证综指的底部逐步抬升。 而今上证综指正运行于3600点至4000点的区间内进行震荡消化压力，指数重心逐步上移。 从最近一个月情况来看，低点连线形成了一个短中期的趋势线，对指数形成较好支撑，短线不宜悲观。

从风格来看，中小盘题材股表现活跃，金融为代表的大盘权重股相对低迷，呈现出指数搭台、个股唱戏的格局。 周一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25个行业实现上涨，其中农林牧渔、钢铁、交通运输、房地产和建筑材料行业的涨幅居前，均超过3%。 非银金融、银行和传媒行业则逆市下跌，不过跌幅均未超过1.5%。

近期热点丰富且持续发酵，市场人气明显回升。 上周市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商贸零售类板块，在行业巨头动作频频、出口向好预期等影响下表现强势；央企重组概念、各地方国企改革概念、区域振兴概念崛起。 不难发现，继上海、广东、西藏、福建等地之后，本周一新的区域热点接力而上，广东国资改革指数大涨7.45%，遥遥领先，体育指数和北部湾自贸区板块的涨幅也分别达6.46%和5.05%；此外，丝绸之路、新疆区域振兴、上海本地重组、中日韩自贸区等概念板块的涨幅超过4%。

市场情绪随之上升。 海通证券认为，上周市场情绪大幅上升。 上周年化换手率559%，前一周为416%，2007年高点为1658%。 上周单日成交量最低为715亿股，较5月28日高点下降约45%；融资交易占比17.3%，前一周为14.5%，历史高点为26.38%。 上周末股指期货多空持仓比为0.89，较前一周上升0.05。

在赚钱效应吸引之下，激进资金入场动力增强，表现在两融不再节节回落，呈现温和稳定增长态势，说明资金心态趋于平稳。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14日，沪深两市两融余额为13779.87亿元，环比上个交易日提升52.65亿元，这已经是两融余额连续第6个交易日稳步上行；当前余额较8月3日的阶段低点12972.90亿元已经提升806.97亿元。 从8月3日至14日期间融资净买入额较高的行业来看，国防军工、化工、机械设备、建筑装饰和交通运输等板块的净买入额居前且均超过30亿元。

市场调节逐步恢复

在良好的回暖态势中，监管层也逐步减少干预，让市场自身调节，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正在A股市场内部重建。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4日在例行发布会表示，随着市场逐步取向常态波动，应该更加发挥市场自身调节作用。 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会退出，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变，但一般不入市操作。 当市场异常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证金公司将以多种形式维护市场稳定。 同时，证金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汇金转让一部分股票，由其长期持有，这既有利于证金公司稳定市场作用，也有利于恢复市场功能，为股市长期稳定发展发挥作用。

实际上，从近两周情况来看，市场抗压能力已经明显提升。 上周，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创业板指涨幅分别为5.9%、5.1%、3.8%。 海通证券表示，上周在人民币贬值背景下，市场整体保持强势，说明负能量在前期下跌中已经释放充分。 封闭式基金溢价率上升显示风险偏好回升，场内投资者已有所加仓。 虽然增量资金入市仍没有明显好转，但积极的变化已经出现。 证监会14日的公告有助消除市场之前担忧的救市资金退出冲击，稳定市场信心。

另一个向好的信号是，热点持续性增强。 自近期二次探底企稳之后，市场中明显呈现出热点增多、切换快速特征，这是震荡市的主要特征。 其中，国企改革、国防军工是反复演绎的两条主线。 上周以来，市场热点呈现出持续发酵状态。 一方面，受益于央企重组预期，国企改革概念股表现强势，上海本地股活跃，掀起了“炒地图”热潮，本周一这种热潮仍在蔓延升温，期间不少个股频创反弹新高。 另一方面，在苏宁云商与阿里“联姻”的利好之下，商业零售相关的商业贸易、纺织服装等行业持续表现强势，成为上周的领涨行业。

量变蓄势可期

自7月初的股灾以来，救市是A股市场的主旋律，目前A股市场仍受到4000点上方巨大套牢盘压制，而下方支撑也逐步夯实，因而区间震荡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当前市场逻辑正逐步改变。 分析人士指出，期间随着政策面的变动、抛压的逐步消解和投资主线对人气的聚集，量变蓄势之后，质变可能逐步发生。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A股震荡区间可能被超预期事件所打破。 证监会最新表态意味着，股灾以来市场中最大的股票购买机构正在从短期多头转变为长期中性投资者。 市场对此的解读存在分歧，救市政策和目标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市场并不明确，这种暂时震荡状态正在由新的超预期变量所驱动，市场的波动区间可能会放大。 8月A股的波动区间料维持在3400点到4300点的区间，9月之后市场向下调整的压力在逐步增加。

投资方面，国泰君安建议投资者以寻找相对收益行业和主题为投资的主要目标和方向。 首先可关注行业趋势好，例如业绩增长明确的传媒、农业（农垦改革）板块；其次可关注性价比高、近期有明确催化剂的电力及零售板块；再次，关注受益于财政政策发力预期，市场认识尚不充分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及通信（光纤光缆）板块。 主题方面主推国企改革、信息经济和新能源汽车。

海通证券认为，当前需要等待新主线聚集人气。 市场新主线需要确认两个因素：第一，9月中旬美联储议息会议将尘埃落定，在此之前，投资者对利率、汇率的担忧始终存在；第二，10月高层讨论“十三五”规划，这有可能成为新的投资主线。 如果这两点都是正面、积极的，市场人气有望重新聚集。 当前市场以找机会为主，短期注重结构性机会，如稳增长和改革，中期深挖成长，聚焦“十三五” 。 其中，稳增长方面建议积极关注京津冀相关概念股票，以及城市地下管廊建设相关个股。 改革方面建议关注国企改革，以及受到国企改革、科创中心和迪士尼三重催化的上海概念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