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ETF 和 300ETF 期权周报

1

本周 50ETF 和 300ETF 高开低收

认购期权下跌 认沽期权上涨

2020/09/21-2020/09/25
本周沪深股市走低，50ETF和 300ETF高开低收，全周震荡下行，本周认沽期
权上涨，认购期权下跌，继续留意国内外消息面的变化，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
体的消息面及金融市场变化。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该新闻指出，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 25日晚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日互为
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
作空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近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保持向好势头。中方愿
同日本新政府一道，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和精神，妥善处理历史等
重大敏感问题，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努力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我愿同你共同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两国关系
得到新发展。习近平指出，持续拓展共同利益、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是新时代
中日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抗疫情、稳经
济、保民生，成为各国共同政策选择。中日双方可以相互支持，实现共赢。中
日经贸合作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中国正在加
紧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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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双方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升
合作质量和水平。中方支持日方明年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习近平强调，中
日共同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责任。双方应该本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
际体系，在国际多边机构和区域合作机制下加强沟通、协调、合作，携手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为亚洲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菅义伟表示，日方高度重视
中国，把日中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
互支持。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对世界和平繁荣亦不可或缺。
我希望同习主席保持紧密沟通，致力于加强两国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
动日中关系迈上新台阶。日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确保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动日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共同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
表重要讲话，该新闻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 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要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共济。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
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定不移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疫
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将继续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75周年。联合国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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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纪念峰会，铭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和教训，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人类正在同新冠肺炎疫情
进行斗争。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展现出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勇气、决心、关
爱，照亮了至暗时刻。疫情终将被人类战胜，胜利必将属于世界人民！习近平
强调，面对疫情，我们要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调集一切资源，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要加强团结、同舟共济，秉持科学精神，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关键领导作用，
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坚决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反对政治化、污名化。要制定
全面和常态化防控措施，有序推进复商复市复工复学，创造就业，拉动经济，
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和活力，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不仅要重启本国
经济，而且要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要关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
国家，在减缓债务、援助等方面采取及时和强有力举措，确保落实好《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国为
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支持建立了联合国。今天，秉
持同样的担当精神，中国积极投身国际抗疫合作，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贡
献中国力量。中国将继续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和诊疗技术，向有需要的国家提
供支持和帮助，确保全球抗疫物资供应链稳定，并积极参与病毒溯源和传播途
径全球科学研究。中国已有多支疫苗进入Ⅲ期临床实验，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
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将落实好两年提供 20亿
美元国际援助的承诺，深化农业、减贫、教育、妇女儿童、气候变化等领域国
际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
断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期待更加强烈。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危机，我们必须做
好携手迎接更多全球性挑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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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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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2，较上周收盘下跌 0.124，周跌幅 3.64%。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本周收于 4.639，转上周收盘下跌 0.172，周跌
幅 3.58%。
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本周收于 4.569，较上周收盘下跌 0.161，周跌幅
3.40%。
上证 50 指数（000016）本周收于 3229.78，较上周收盘下跌 118.00，周跌幅为
3.52%。
沪深 300指数（000300）本周收于 4570.02，较上周收盘下跌 167.07，周跌幅为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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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上证 50ETF篇】

一、上证 50ETF 走势分析

本周一（09/21）50ETF低开低走，周二继续下挫，周三横盘，周四跳空下跌，，
周五震荡回升。全周收于 3.282，较上周收盘价下跌 0.124，周跌幅为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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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下跌，短期均线转弱，60日均线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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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高开低走，震荡下行，周 K线组合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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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震荡上行，本月震荡下跌，上档压力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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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冲高回调，继续留意消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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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成交量和持仓量均减少。

成交量方面，50ETF期权一周累计成交 8227782张，较上周减少加 10.32%；50ETF

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本周五为 0.83，上周五为 0.71。

持仓方面，截止本周五 50ETF期权总持仓为 1904404张，较上周减少 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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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五 50ETF收于 3.282，上涨 0.011，涨幅为 0.34%。
图表 9：上证 50ETF期权 10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25） 庚子年乙酉月辛未日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10月平值标准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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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本周 10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购 10月 3300”日内波动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10月认购期权合约“50ETF购 10月 3300”周一下跌，周二至周四继续走低，周
五略有反弹回升，全周总体收低，本周隐含波动率高开震荡。
图表 11：本周 10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沽 10月 3300” 日内波动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10月认沽期权合约“50ETF沽 10月 3300”周一周二上涨，周三回调，周四上涨，
周五低开震荡，全周总体上涨，本周隐含波动率震荡收高。
本周五 10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购 10月 3300”隐含波动率为 21.82%；
10月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沽 10月 3300”隐含波动率为 23.76%。



50ETF 和 300ETF 期权周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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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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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持续下挫，市场表现偏淡，周五午后一度创出全周最低点，全周收

于 4.639，较上周收盘下跌 0.172，周跌幅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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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冲再度受阻，震荡下行，短期均线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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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明显下挫，周 K 线组合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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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震荡收高，本月低开低收，回调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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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本季度总体走高，但上档压力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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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成交量和持仓量均减少。成交量方面，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期权一周累计成交 8770131张，较上周减少 12.27%。期权成交量认沽认

购比（PC Ratio）本周五为 0.87，上周五为 0.75。持仓方面，截止本周五华泰柏

瑞沪深 300ETF期权总持仓为 1560540张，较上周减少 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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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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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9，上涨 0.003，涨幅为 0.06%。
图表 19：华泰柏瑞沪深 ETF 期权 10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25）庚子年乙酉月辛未日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10 月平值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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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本周 10 月认购期权“300ETF（510300）购 10 月 4600” 日内波动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 月认购期权 “300ETF（510300）购 10 月 4600”周一周二下跌，周三横盘，周
四下跌，周五震荡回升。全周总体明显下挫。本周隐含波动率震荡收高。

图表 21：本周 10 月认沽期权“300ETF（510300）沽 10 月 4600”日内波动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10 月认沽期权“300ETF（510300）沽 10 月 4600” 周一周二上涨，周三下跌，
周四继续上涨，周五低开震荡。全周总体上涨。本周隐含波动率震荡收高。
本周五 10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510300）购 10 月 4600”隐含波动率
为 21.74；本周五 10 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510300）沽 10 月 4600”隐
含波动率为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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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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周二下跌，周三反弹，周四低开低走，周五震荡，全周收于 4.569，
较上周收盘下跌 0.161，周跌幅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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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下行，短期均线转弱，留意消息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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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下挫，K 线组合偏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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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震荡下跌，上档压力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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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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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成交量方面，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一周累计成交 1194272 张，较上周减少
13.11%。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本周五为 0.83，上周五为 0.79。
持仓方面，截止本周五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总持仓为 292271 张，较上周减少
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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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9，上涨 0.002，涨幅为 0.04%。
图表 28：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 10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25） 庚子年乙酉月辛未日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10 月平值期权合约）

图表 29：本周 10 月认购期权“300ETF（159919）购 10 月 4600”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10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159919）购 10 月 4600”周一周二下跌，周三
横盘，周四下跌，周五震荡微升，全周总体明显下挫，本周隐含波动率震荡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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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本周 10 月认沽期权“300ETF（159919）沽 10 月 4600”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10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159919）沽 10 月 4600”周一周二上涨，周三
下跌，周四跳空上行，周五低开震荡，全周总体收高，本周隐含波动率震荡收高。
本周五 10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159919）购 10 月 4600”隐含波动率
为 22.09%；本周五 10 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159919）沽 10月 4600”
隐含波动率为 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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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权策略及期权资料篇】

本周沪深主要股指下跌。

本周五上证指数下跌 0.12%报 3219.42点，当周下跌 3.56%；本周五深证成指下

跌 0.02%报 12814.17 点，当周下跌 3.25%。本周五创业板指数上涨 0.18%报

2540.43，当周下跌 2.14%。

【期权策略运用】

本周沪深主要股指下跌，50ETF 和 300ETF 低开低走，认购期权上跌，认沽期权
上涨。从 50ETF 和 300ETF 的周 K 线和月 K 线组合来看，经历了前期年内高点一
线震荡后，市场回调压力增大。从消息面来看，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是美国和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最早恢复的大型经济体是中国，中国经济
稳定发展对全球经济复苏有积极影响。近期中美关系动向引起各方的关注，留意
中美消息面，结合国际金融市场走向评估下一阶段可能的市场动向。

消息面上，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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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月 25 日晚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习近平强调，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
广阔合作空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近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保持向好势头。中
方愿同日本新政府一道，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和精神，妥善处理历史
等重大敏感问题，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努力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我愿同你共同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得
到新发展。习近平指出，持续拓展共同利益、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是新时代中日
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抗疫情、稳经济、保
民生，成为各国共同政策选择。中日双方可以相互支持，实现共赢。中日经贸合
作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中国正在加紧推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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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双方共同维
护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升合作质量和水
平。中方支持日方明年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习近平强调，中日共同肩负着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责任。双方应该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
和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国际多边
机构和区域合作机制下加强沟通、协调、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为亚
洲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菅义伟表示，日方高度重视中国，把日中关系视为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稳定的日中关系不
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对世界和平繁荣亦不可或缺。我希望同习主席保持紧密沟
通，致力于加强两国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动日中关系迈上新台阶。日方
愿同中方密切沟通，确保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动日中韩
自由贸易区谈判，共同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
换了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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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通电话，该新闻指出，
新华社北京 9月 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 25日晚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通电
话。习近平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安两国政府都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原则，采取坚决、果断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双方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两国在对方国家的侨民都得到了很好照顾。中方愿继续给予安方力所能及的帮
助，将于近期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安。中方愿在疫苗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后优
先同非洲国家共享。习近平强调，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安两
国是真实亲诚的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支持安方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愿同安方把握两国关系前进方向，推动中安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
安经济互补性强，中方愿同安方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推进复工复产合作，鼓
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安开展投资合作，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得到新发展，助力安
哥拉经济社会发展。中方愿密切同安方在多边场合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
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洛伦索预祝中国人
民国庆节快乐。他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短时间里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大
国。安方感谢中方向包括安哥拉在内的非洲国家抗疫提供帮助，希望同中方加强
疫苗等领域合作。安方高度重视同中国的高水平关系和深厚友谊，坚定支持中方
在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安哥拉的投资，拓展经贸等
领域合作。安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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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stheory.cn/
http://www.qstheo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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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
表重要讲话，该新闻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要践行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共济。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相
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疫情后世
界经济“绿色复苏”，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将继续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联合国隆重举行纪念峰会，
铭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和教训，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
诺，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人类正在同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斗争。各国人民
守望相助，展现出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勇气、决心、关爱，照亮了至暗时刻。
疫情终将被人类战胜，胜利必将属于世界人民！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我们要
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调集一切资源，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遗漏一
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遏制疫情蔓延。要加强团结、同舟共济，秉持
科学精神，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关键领导作用，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坚决打赢
全球疫情阻击战，反对政治化、污名化。要制定全面和常态化防控措施，有序推
进复商复市复工复学，创造就业，拉动经济，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和活力，主要经
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不仅要重启本国经济，而且要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
献。要关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减缓债务、援助等方面采取及
时和强有力举措，确保落实好《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帮助他们克
服困难。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国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
性贡献，支持建立了联合国。今天，秉持同样的担当精神，中国积极投身国际抗
疫合作，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中国将继续同各国分享抗疫经
验和诊疗技术，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确保全球抗疫物资供应链稳定，
并积极参与病毒溯源和传播途径全球科学研究。中国已有多支疫苗进入Ⅲ期临床
实验，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
国将落实好两年提供 20亿美元国际援助的承诺，深化农业、减贫、教育、妇女
儿童、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习近平指出，人
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危
机，我们必须做好携手迎接更多全球性挑战的准备。
第一，这场疫情启示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各
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
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如果以邻为壑、隔岸观火，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自己的挑
战。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
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
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
第二，这场疫情启示我们，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面对经济全球化
大势，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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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都违背了历史规律。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
裂。我们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必须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
问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的关系，使
发展既平衡又充分，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要秉持开放
包容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
易体制，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第三，这场疫情启示我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
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
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
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
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第四，这场疫情启示我们，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疫情不仅是对各国执
政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检验。我们要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
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
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国家之间有
分歧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必须是积
极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
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14亿中国人民不畏艰难、上下同心，全力克服疫情影
响，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我们有信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减贫目标。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和平发展、开
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
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中国
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
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宣布，为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核心作用，中国将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 5000万
美元支持；中国将设立规模 5000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
作信托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在 2025年到期后延期 5 年；中国
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为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力。习近平最后强调，历史
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
择。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
好的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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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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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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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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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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权
学院的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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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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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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的期权学院的子栏目，有很好的在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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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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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