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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和 300ETF 震荡下跌

认购期权走低 留意周三期权到期日

2020/09/21

周一沪深股市主要股指下跌，50ETF和 300ETF震荡下跌，认购期权走低，认

沽期权涨跌互现。继续关注国内外消息面影响。本周三为 9月期权的到期日，

估计原来持有 9 月期权部位的投资者会按照交易计划提前平仓，下一阶段市场

关注的重点将转向 10月期权，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因素的影响，10月

期权的总体交易天数要小于 9月期权。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把加强顶层设

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符合人民所思所盼，该新

闻指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月 17日上午在湖

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

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

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顺应人民意愿、

符合人民所思所盼。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

大会召开强调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深入研究大力宣传

认真践行延安精神，该新闻指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 9月 19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

大会的召开和研究会成立 3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致力于弘扬延安精神的

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老一辈

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希望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延

安精神研究会成立于 1990年 5月，以学习、研究、宣传延安精神为中心任务，

30年来为弘扬延安精神作出了积极贡献。

考虑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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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如果基于回避股票市场下跌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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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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于 3.362，下跌 0.044，跌幅 1.29%。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收于 4.756，下跌 0.055，跌幅 1.14%。
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收于 4.688，下跌 0.042，跌幅 0.89%。
上证 50指数（000016）收于 3311.59，下跌 36.18，跌幅 1.08%。
沪深 300指数（000300）收于 4691.43，下跌 45.66，跌幅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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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关于提醒 50ETF 期权合约、300ETF 期权合约最后交易日、

行权日、到期日的公告】

2020-09-21
上证公告（衍生品）〔2020〕52号
2020年 9月到期的 50ETF期权合约、300ETF期权合约最后交易日、行权日、到
期日为 2020年 9月 23日，届时期权合约将到期并行权。
请投资者密切关注上述合约的交易及行权事项，及时做好相关交易或行权准备：
一、行权日当天，提出行权的认购期权权利方需准备足额的资金，提出行权的认
沽期权权利方需准备足额的合约标的。
二、行权交收日，融资融券信用账户转到证券账户的合约标的不能用于当天期权
的行权交收。
三、认购期权权利方通过行权得到的合约标的在行权交收日下一交易日起可以卖
出。
请各期权经营机构做好投资者行权及到期提醒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0年 9月 21日

【深交所关于提醒 ETF期权合约最后交易日、行权日、到期日的公告】

时间：2020-09-21
2020年 9月到期的沪深 300ETF期权合约最后交易日、行权日、到期日为 2020
年 9月 23日，届时期权合约将到期并行权。
请投资者密切关注上述合约的交易及行权事项，及时做好相关交易或行权准备：
一、行权日当天，提出行权的认购期权权利方需准备足额的资金，提出行权的认
沽期权权利方需准备足额的合约标的。期权权利方可对所持有的相同合约标的认
购期权和认沽期权合并申报行权。
二、行权交收日，融资融券信用账户转到证券账户的合约标的不能用于当天期权
的行权交收。
三、认购期权权利方通过行权得到的合约标的在行权交收日下一交易日起可以卖
出。
四、中国结算将于到期日前第二个交易日日终自动解除认购牛市价差策略、认购
熊市价差策略、认沽牛市价差策略和认沽熊市价差策略；将于到期日日终自动解
除跨式空头策略、宽跨式空头策略。
请各期权经营机构加强风险管理，做好投资者合约到期及行权提醒工作。
特此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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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上证 50ETF篇】

一、上证 50ETF 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分钟图来看，50ETF震荡格局仍在延续，继续关注国内外消息面。

图表 1：上证 50ETF60分钟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的日 K线图显示 50ETF上周五明显上涨，周一再度下挫，震荡行情延续。

图表 2：上证 50ETF日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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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周 K线图显示 50ETF上周上涨，本周初震荡回落，继续关注消息面。
图表 3：上证 50ETF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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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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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证 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期限结构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二、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上证 50ETF期权成交量方面，单日成交 1952383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1.42%。
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今日为 0.65，上一交易日为 0.71。



ETF 期权和股指期权日报

7

三、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50ETF收于 3.362，下跌 0.044，跌幅为 1.29%。
图表 6：上证 50ETF期权 9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21） 庚子年 乙酉月 丁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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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购 9月 34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购 9月 3400”高开低收，隐含波动率高开低走。
图表 8：9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沽 9月 34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沽 9月 3400”震荡回升，隐含波动率收高。
9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购 9月 3400”隐含波动率为 17.63%。
9月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沽 9月 3400”隐含波动率为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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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期权篇】

一、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510300震荡格局延续，留意消息面的可能影响。

图表 9：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60分钟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从下面的日 K 线图来看，510300 今日小幅下跌，留意 20日均线参考价值。

图表 10：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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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走高，本周初震荡回调，留意消息面的影响。

图表 11：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周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提供的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期权历史波动率图可供参考。
图表 12：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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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期权单日成交 1754814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8.85%。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今日为 0.74，上一交易日为 0.75。

三、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期权走势分析

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收于 4.756，下跌 0.055，跌幅为 1.14%。
图表 13：华泰柏瑞沪深 ETF 期权 9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21）庚子年乙酉月丁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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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月认购期权“300ETF（510300）购 9 月 48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9月认购期权“300ETF（510300）购 9 月 4800”下跌，隐含波动率高开低走。

图表 15：9 月认沽期权“300ETF（510300）沽 9 月 48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9月认沽期权“300ETF（510300）沽 9 月 4800”震荡回升，隐含波动率收高。
9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510300）购 9 月 4800”隐含波动率为 17.81%；
9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510300）沽 9 月 4800”隐含波动率为 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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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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159919震荡行情延续，关注投资者情绪的变化。

图表 16：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60分钟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从下面的日 K 线图来看，159919 前期在 60日均线附近获得支撑，留意后续变化。

图表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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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高开后震荡收高，本周初震荡回调。

图表 18：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周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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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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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期权成交情况

嘉实沪深 300ETF期权单日成交 265669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33.80%，期权成

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今日为 0.63，上一个交易日为 0.79。

三、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走势分析

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收于 4.688，下跌 0.042，跌幅 0.89%。
图表 20：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 9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21）庚子年乙酉月丁卯日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9月平值非标准期权合约，合约乘数 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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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9 月认购期权“300ETF（159919）购 9 月 4647A”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购期权“300ETF（159919）购 9 月 4647A”下跌，隐含波动率高开低走。

图表 22：9 月认沽期权“300ETF（159919）沽 9 月 4647A”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沽期权“300ETF（159919）沽 9 月 4647A”横向波动，隐含波动率收高。
9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159919）购 9 月 4647A”隐含波动率为 15.72%；
9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159919）沽 9 月 4647A”隐含波动率为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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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收于 4.688，下跌 0.042，跌幅 0.89%。
图表 23：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 9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21）庚子年乙酉月丁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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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乘数 10000）

图表 24：9 月认购期权“300ETF（159919）购 9 月 47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购期权“300ETF（159919）购 9月 4700”震荡下跌，隐含波动率高开低收。



ETF 期权和股指期权日报

18

图表 25：9 月认沽期权“300ETF（159919）沽 9 月 47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沽期权“300ETF（159919）沽 9 月 4700”震荡回升，隐含波动率收高。
9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159919）购 9 月 4700”隐含波动率为 17.15%；
9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159919）沽 9 月 4700”隐含波动率为 20.73%。

=============================================================

【期权策略及期权资料篇】

沪深主要股指下跌。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0.63%报 3316.94点；深证成指下跌 0.72%报 13149.50

点；创业板指数下跌 1.03%报 2569.22。

【期权策略运用】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把加强顶层设计
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符合人民所思所盼，该新闻
指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 月 17 日上午在湖南
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对
“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
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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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所盼。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期间专门召开这次座谈会。座谈会上，衡阳市常宁市
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副校长盘玖仁，邵阳市隆回县委书记王永红，长沙市望城区
广源种植专业合作社董事长肖定，中国建筑五局总承包公司质量管理员邹彬，常
德市桃源县个体货运司机龙兵，湖南睿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博文，湘西
州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祖辉，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淑亭，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润泽园江汉云云餐馆店主刘权，湖南
中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尹浩铭等 10 位基层代表先后发言，就办好乡村教育事
业、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提出意见和建
议。习近平逐一予以点评和回应，同大家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活跃。在认真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参会的基层干部群众代
表，既有来自农村、社区、企业等方面的，也有来自教育、科技、卫生、政法等
战线的；既有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扶贫干部，也
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农民工、快递小哥、网店店主等。大家都处在改革发展和
生产一线，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最直接，同群众联系最经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落地见效感知最真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更加贴近基层实际、反映群众心声。
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习近平指出，前段
时间，我们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开展了网上意见征求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关注
度、参与度都很高，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十四五”规划建议要对这些问题
作出积极回应。习近平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要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珍惜发展好局面，
巩固发展好势头，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长期以来，在各种急难险重任务和风险挑战面前，广大人民群众总是
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顽强奋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党和国家事业取得胜利都是
人民的胜利！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
标。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
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要更加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采取更有针
对性的措施，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
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权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稳固。
“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要
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为乡村
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
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
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习
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人民群众
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要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
凝聚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人大代表要更加密切联系群众，政协委员要更好联系和服务所
在界别的群众，农村致富带头人要更加积极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团结凝聚广
大基层群众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而努力奋斗。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发
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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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 14亿
人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
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大家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
代表各行各业，要坚定理想信念，注重学习提升，矢志艰苦奋斗，从一点一滴做
起，把小事当大事干，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靠勤劳双手成就属于自己
的人生精彩，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
峰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湖南省负责同志和各方面基
层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延伸阅读
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三个关键词，读懂这场不一般的基层代表座谈会
习近平@所有人：把小事当大事干，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
为了这件大事，总书记开了第六场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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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
大会召开强调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
真践行延安精神，该新闻指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 9 月 19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
的召开和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致力于弘扬延安精神的同志
们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老一辈革命家
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希
望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
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
立于 1990年 5 月，以学习、研究、宣传延安精神为中心任务，30年来为弘扬延
安精神作出了积极贡献。
延伸阅读
习近平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的贺信
专题：延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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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沪深股市主要股指下跌，50ETF 和 300ETF 震荡收低。认购期权下跌，认沽
期权涨跌互现，本周三为 9月期权到期日，持有 9 月期权部位的投资者估计会按
交易计划及时平仓离场，下一阶段市场关注的焦点将转向 10 月期权，需要注意
的是因为 10月国庆假期的影响，10月期权的交易天数要少于 9 月期权。

投资者可继续关注国内外消息面的变化，特别是中美两国的最新动向，留意是否
有重大消息会对资本市场投资者情绪带来冲击。今年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新
冠肺炎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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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3337，累计死亡 959163，不包含中国累
计确诊病例 30848046，累计死亡 954529。（数据截至：20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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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2371.cn）
http://www.1237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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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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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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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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学院中的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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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总动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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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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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期权栏目下期权学院的子栏目，还有更多的在线视频培训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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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权学院有丰富音视频教学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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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毅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期权部

从业资格证书号：F0275493

投资咨询从业证书号：Z0000379

Email：zhangyi@ebfcn.com.cn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网站：www.ebfcn.com 光大期货客服热线：400-700-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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