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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50ETF 和 300ETF 震荡下跌

认购期权收低

2020/08/31-2020/09/04
本周沪深股市下跌，上证指数再度失守 3400整数关口。本周 50ETF和 300ETF
震荡下跌，周五留下一个向下跳空缺口。9月平值认购收低，9月平值认沽期权
收高。投资者近期可多留意国内外消息面新动向。

消息面上，据来自中国政府网的新闻《习近平在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该新闻指出，新华社北京 9月 4 日电（记者杨
依军、吉宁）国家主席习近平 4日在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
贸易峰会上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人民同各国
人民一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疫情带来的
全球性挑战作出了艰苦努力。当前，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各国都
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克服重重困
难，举办这样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就是要同大家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共
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希望以此为契机，搭
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详细全文敬请参阅中国政府网的相关链接，
中国政府网的网址：www.gov.cn）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该新闻指
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
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
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座谈
会。（详细全文敬请参阅共产党员网的相关链接，共产党员网的网址：
www.12371.cn）

据来自中国政府网的新闻——《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思政
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该新闻指出，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
电 9月 1日出版的第 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文章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
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正路。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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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
本问题。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
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详细全文敬请参阅中国政府网的相关链接，中国政府网
的网址：www.gov.cn）

今年以来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就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投资者可继续
留意全球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及对全球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据来自新华
网的相关数据，截至 2020-9-4 9：00，全球累计确诊人数 26373765人。累计死
亡 870781人。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死亡人数变化，保守性的投资思维
估计会占上风，期权市场的避险需求有望增加。投资者如果基于回避股票市场
下跌的风险，准备运用 ETF期权的避险功能，则可以考虑是否运用实值认沽期
权进行避险，进行期权避险交易前提是提前确定该策略面临的最大风险及相应
的风险管理举措。

华夏上证 50ETF（510050）本周收于 3.356，较上周收盘下跌 0.068，周跌幅 1.99%。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本周收于 4.829，转上周收盘下跌 0.088，周跌
幅 1.79%。
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本周收于 4.920，较上周收盘下跌 0.079，周跌幅
1.58%。
上证 50指数（000016）本周收于 3309.21，较上周收盘下跌 59.23，周跌幅为 1.76%。
沪深 300 指数（000300）本周收于 4770.22，较上周收盘下跌 74.05，周跌幅为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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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上证 50ETF篇】

一、上证 50ETF 走势分析

本周一（08/31）50ETF高开低走，周二周三震荡，周四先涨后跌，周五跳空下
行。留下缺口，全周收于 3.356，较上周收盘价下跌 0.068，周跌幅为 1.99%。

图表 1：上证 50ETF本周的分时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的日线图显示 50ETF本周五出现跳空下行，留意 20日均线的参考价值。

图表 2：上证 50ETF日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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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周 K线图显示 50ETF上周上涨，本周下跌，临近前高一线市场情绪多变。

图表 3：上证 50ETF周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月 K线图显示 50ETF本月初小幅波动，震荡收低，留意消息面影响。

图表 4：上证 50ETF月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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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的上证 50指数的季 K线图来看，本季度大幅走高，中期趋势向好。

图表 5：上证 50指数的季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提供的上证 50ETF期权历史波动率图，可供参考。
图表 6：上证 50ETF期权-历史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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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的上证 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期限结构图，可供参考。
图表 7：上证 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期限结构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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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0ETF 期权合约本周成交持仓情况

本周 ETF期权成交量减少，持仓量增加。

成交量方面，50ETF期权一周累计成交 8134944张，较上周减少 5.27%；50ETF

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本周五为 1.00，上周五为 0.74。

持仓方面，截止本周五 50ETF期权总持仓为 2512814张，较上周增加 22.34%。

图表 8：上证 50ETF 期权最近两交易周的日成交量和日持仓量示意图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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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 50ETF收于 3.356，下跌 0.031，跌幅为 0.92%。
图表 9：上证 50ETF期权 9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04） 庚子年甲申月庚戌日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9月平值标准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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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本周 9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购 9月 3400”日内波动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购期权合约“50ETF购 9月 3400”周一高开低走，周二小幅盘整，周三震
荡，周四先涨后跌，周五跳空下行，全周总体收低，本周隐含波动率高开震荡。
图表 11：本周 9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沽 9月 3400” 日内波动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沽期权合约“50ETF沽 9月 3400”周一低开高收，其后几个交易日震荡。
周五跳空高开，冲高回调，全周总体上涨。本周隐含波动率反复震荡。
本周五 9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购 9月 3400”隐含波动率为 24.16%；
本周五 9月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沽 9月 3400”隐含波动率为 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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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期权篇】

一、本周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日内走势分析

510300本周周一跳高，创下全周最高价后走低，其后三个交易日震荡，周五跳

空下行，收于 4.829，较上周收盘下跌 0.088，周跌幅 1.79%。

图表 12：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本周的分时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从下面的日 K线图来看，510300呈现冲高受阻的走势，周五出现跳空收低。

图表 13：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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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的周 K 线图看，510300上周震荡上行，本周震荡下跌，留意消息面。

图表 14 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周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从以下的月 K 线图看，510300本月初小幅波动，震荡收低。

图表 15 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月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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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的季 K 线图看，沪深 300指数连续两个季度上涨，市场走势较强。

图表 16：沪深 300 指数（000300）季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提供的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期权历史波动率图，可供参考。
图表 17：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期权-历史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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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期权本周成交持仓情况

本周华泰柏瑞沪深 ETF期权成交量减少，持仓量增加。

成交量方面，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期权一周累计成交 9021342张，较上周减少

4.96%，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本周五为 1.00，上周五为 0.79。

持仓方面，截止本周五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期权总持仓为 1996107张，较上周

增加 17.36%。

图表 18：华泰柏瑞沪深 ETF 期权最近两个交易周的日成交量和日持仓量示意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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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泰柏瑞沪深 ETF期权走势分析

本周五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收于 4.829，下跌 0.055，跌幅为 1.13%。
图表 19：华泰柏瑞沪深 ETF 期权 9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04） 庚子年甲申月庚戌日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9 月平值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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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本周 9 月认购期权“300ETF（510300）购 9 月 4800” 日内波动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 月认购期权 “300ETF（510300）购 9 月 4800”本周高开低走，未能延续上周
五的涨势，全周总体收低，周五有一向下跳空缺口。本周隐含波动率震荡。

图表 21：本周 9 月认沽期权“300ETF（510300）沽 9 月 4800”日内波动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 月认沽期权“300ETF（510300）沽 9 月 4800” 周一（08/31）低开高收，周二
至周四区间震荡，周五高开后震荡回调，全周收高。本周隐含波动率反复震荡。
本周五 9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510300）购 9 月 4800”隐含波动率为
23.13%；本周五 9 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510300）沽 9 月 4800”隐含
波动率为 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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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实沪深沪深 300ETF 期权篇】

一、本周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走势分析

159919周一高开低走，周二至周四震荡，周五跳空下跌，全周收于 4.920，较上
周收盘下跌 0.079，周跌幅 1.58%。

图表 22：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本周的分时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从下面的日 K 线图来看，159919创出年内新高 5.056后震荡下行，留意消息面。

图表 23：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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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的周 K 线图看，159919本周震荡下跌，未延续上周的涨势，留意消息面。

图表 24：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周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从以下的月 K 线图看，159919上月震荡收高后，本月初略有回调。

图表 25：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月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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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的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期权历史波动率图，可供参考。
图表 26：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期权-历史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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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周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本周嘉实沪深 ETF期权成交量和持仓量均增加。
成交量方面，嘉实沪深 300ETF期权一周累计成交 1301465张，较上周增加 6.60%。
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本周五为 1.00，上周五为 0.65。
持仓方面，截止本周五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总持仓为 471415 张，较上周增加
24.03%。

图表 27：嘉实沪深 ETF 期权最近两周的日成交量和日持仓量示意图

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光大期货期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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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走势分析

本周五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收于 4.920，下跌 0.048，跌幅为 0.97%。
图表 28：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 9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04） 庚子年甲申月庚戌日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9 月平值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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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本周 9 月认购期权“300ETF（159919）购 9 月 49000”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159919）购 9 月 4900”周一高开低收，周二至
周四震荡下行，周五跳空收低，全周总体下跌，本周隐含波动率区间震荡。

图表 30：本周 9 月认沽期权“300ETF（159919）沽 9 月 5000”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 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159919）沽 9 月 4900”周一低开高收，周二至
周四震荡，周五跳空高开后震荡回调，全周总体收高，本周隐含波动率震荡收高。
本周五 9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159919）购 9 月 4900”隐含波动率为
23.26%；本周五 9 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159919）沽 9 月 5000”隐含
波动率为 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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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权策略及期权资料篇】

本周沪深主要股指走低。

本周五上证指数下跌 0.87%报 3355.37点，当周下跌 1.42%；本周五深证成指下

跌 0.84%报 13656.66 点，当周下跌 1.41%。本周五创业板指数下跌 0.54%报

2732.15，当周下跌 0.93%。

【期权策略运用】

本周沪深主要股指下跌，上证指数重回 3400整数关口下方。本周 50ETF和 300ETF
冲高受阻，震荡收低，认购期权先涨后跌，认沽期权先抑后扬。后期继续留意国
内外消息面的动向。

据来自中国政府网的新闻《习近平在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
贸易峰会上致辞》，该新闻指出，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记者杨依军、吉宁）
国家主席习近平 4日在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
辞。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相互
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作出了
艰苦努力。当前，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各国都面临着抗疫情、稳经
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这样一场重大
国际经贸活动，就是要同大家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
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
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
果。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
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
考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
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这次疫情
全球大流行期间，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务
广泛应用，对促进各国经济稳定、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放眼未来，
服务业开放合作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提出 3 点倡议。第一，
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
则衰。服务业因其独特的轻资产、软要素等特点，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
非歧视的行业发展生态，更加需要各国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
境后”壁垒，推动跨境互联互通。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
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实际
需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
经济包容性增长。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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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国将拓展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发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愿同各国
一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
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蓬勃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第三，共
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此依存，利益交融
前所未有，以诚相待、普惠共享是根本之计。各国要加强服务贸易发展对接，创
新合作方式，深化合作领域，积极寻求发展利益最大公约数，不断做大“蛋糕”。
中国将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平台，推
动开展政策和经验交流，建立和培育政府间、国际组织、商协会及企业间多样化
伙伴关系，支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不断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使各国人
民共同享有服务贸易增长成果。习近平指出，为更好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
中的引领作用，我们将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加大先行
先试力度，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
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最后强调，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
一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但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阻断不了我们
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信心和行动！让我们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以坚定的步伐
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共同迎接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详细全文敬请参阅中国政府网的相关链接，中国政府网的网址：www.gov.cn）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该新闻指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
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
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
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
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座谈会。习近平在讲
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5周年。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意志和
英勇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
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
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
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
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史
册上。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了胜利而壮烈牺牲
的所有英灵，向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习近平强调，九一

http://www.qstheo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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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
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
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
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
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
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
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
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
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
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
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
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日本是近邻。
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稳定的需要。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
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
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5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功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习近平指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任
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
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
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
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
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
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
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
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王沪宁在主
持座谈会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继续把
无数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而不懈奋斗。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中央军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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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王恩田，青年
学生代表钱菱潇先后发言。丁薛祥、王晨、许其亮、张又侠、黄坤明、蔡奇、陈
竺、肖捷、张庆黎出席座谈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
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
友人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出席座谈会。（详细全文请参阅共产党员网
的相关链接，共产党员网的网址：www.12371.cn）

据来自中国政府网的新闻——《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思政课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该新闻指出，新华社北京 8 月 31日电 9
月 1日出版的第 17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文章
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
的思想，引导他们走正路。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
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办
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文章指出，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
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
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文章指出，讲好思政课
不容易，因为这个课要求高。“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
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
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政治要强，要让有
信仰的人讲信仰。第二，情怀要深，要有家国情怀、传道情怀、仁爱情怀。第三，
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第四，视野要广，
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第五，自律要严，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
网下一致。第六，人格要正，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文章指出，要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
对性。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做到以下几个“统一”。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
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
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
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文章强调，要加强党对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在工作格
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要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
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学校党委要坚
持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结合起来，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
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同志要积



50ETF 和 300ETF 期权周报

26

极到学校去讲思政课。（详细全文请参阅中国政府网的相关链接，中国政府网的
网址：www.gov.cn）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详细全文请参阅求是网的相关链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8/31/c_1126430247.htm

在现阶段海外消息面不断变化之际，投资者可以多多学习《求是》杂志的文章，
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看清当下局势，更好领会政策动向。

今年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
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未来疫情变化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据新华网的实时疫情数
据，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26373765，累计死亡 870781，不包含中国累计确诊病例
26288663，累计死亡 866147。（数据截至：2020-9-4 9:00 数据来源：国家卫
健委及 WHO 官网）。伴随着疫情的持续，死亡人数变化，保守性的投资思维估
计会占上风，期权市场的避险需求有望增加。投资者如果基于回避股票市场下跌
的风险，准备运用 ETF期权的避险功能，则可以考虑是否运用实值认沽期权进行
避险，进行期权避险交易前提是提前确定该策略面临的最大风险及相应的风险管
理举措。

【了解新中国股票期权历史 把握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2019股票期权发展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在热点动态中发布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市场发展报告（2019）》的 PDF 文件，可供大家
学习了解 2019年上证 50ETF 期权的发展进程。
网址链接：
http://www.sse.com.cn/aboutus/mediacenter/hotandd/c/4990768.pdf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在热点动态中发布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市场发展报告（2018）》的 PDF 文件，可供大家
学习了解 2018年上证 50ETF 期权的发展进程。
网址链接：
http://www.sse.com.cn/aboutus/mediacenter/hotandd/c/4719511.pdf

针对投资者要了解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变化及发展历程，更好地认知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经验，建议大家可以阅读《发
现价格》一书，该书是证监会前副主席姜洋所著，由中信出版集团于 2018 年 9
月出版的。海外投资者借助于该书也可以更好理解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PTA
期货等的监管体系的发展演化，更好参与到中国的期货市场中，实现自身的风险
管理或者投资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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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投资者教育的网络资源分享】

投资者可以更多地学习和了解期权的各项知识，充分利用交易所资源来加深期权
理解。对于期权零基础的投资者，真诚推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栏目下的期
权学院子栏目中的期权 ABC培训动画，共计二十个动画，单个动画时间在 5分
钟之内，生动活泼，简短高效。

《期权 ABC》网址链接：
在线学习路径：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产品——股票期权——期权学院—
—学习百科——音视频—期权 ABC

如果投资者想开立股票期权账户，要准备参加股票期权投资者知识测试，推荐学
习参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编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期权投资者知识测试辅导读本
（第 3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期权栏目下的期权学院的子栏目，有更多的在线视频培训
内容，内容由浅入深，丰富多彩，可供大家及时学习和了解，以下提供相关路径，
供大家参考。
《期权学院》网址链接：
在线学习路径：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产品——股票期权——期权学院
期权学院有音视频教学内容，还有汇编书籍和经典案例，可供大家有选择地学习。

光大期货网站中也有相关期权投教的视频内容可供大家理解学习期权知识时参
考。“光大期货网站（www.ebfcn.com）——研究资讯——光大研究视频”。

“光大期货”微信公众号中“资讯园地”栏目下的“期权学苑”有关于 50ETF
期权的相关培训课件，可供大家学习了解 50ETF期权相关内容。

如果大家想了解 50ETF期权上市以来的变化历程，也可以到光大期货网站参看
历史 50ETF期权日报和周报。 “光大期货网站（www.ebfcn.com）——研究资
讯——期权”。如果大家更习惯阅读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光大期货期权部”
微信公众号。2019年 12月 23日，两个 300ETF期权也在沪深两市场交易所分别
上市，投资者对此也可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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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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