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历史上首只“一元退市”

股即将诞生。

10

月

17

日，中弘股

份以跌停价收盘，收报于

0.82

元

/

股，至此该公司已经连续

19

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

1

元， 按照退市

相关规定， 将有望成为

A

股历史

上首只因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而

退市的个股。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

8

月

15

日，中弘股份收报于

0.94

元此后

一直在

1

元下方， 直至

9

月

5

日

收报于

1.00

元， 而自

9

月

13

日

开始， 该公司收盘价格就一直处

于

1

元下方， 截至

10

月

17

日收

盘，该公司已经连续

19

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

1

元，这意味着，即使

中弘股份下一个交易日涨停，也

将无法摆脱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

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

的情形， 将极有可能成为

A

股历

史上第一只因收盘价低于每股面

值而退市的个股。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随着

近一段时间以来

A

股市场的深幅

下跌，“一元股” 的数量正在快速

增加，截至

10

月

17

日收盘，当日

正常交易的

A

股中，共计有

54

只

个股股价低于

2

元， 其中， 包括

ST

锐电、

*ST

凯迪、

*ST

华信等在

内的多只个股均在

1

元左右徘

徊。 （

据

《

经济参考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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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交易策略

期权作为一种衍生品工具，它并

非通往财富快速膨胀的捷径，也并非

企业规避风险的万能钥匙，在研究和

制定交易策略时，投资者都绕不开对

投资理念的探讨。 研究并制定适合自

己的股票期权交易策略在抗风险方

面显得尤为必要。 期权策略多种多

样，制定好的交易策略，只是让你少

走弯路，减少麻烦，增加资本有效性。

有意愿参与期权投资的客户可以和

申万宏源上饶营业部联系，营业部将

提供一系列专业的期权知识培训。 下

面介绍几种常用的期权组合交易策

略。

牛市期权策略

1.认购期权牛市价差策略

投资者预计有幅度较小的牛市

行情时，可以买入一份行权价较低的

认购期权， 同时卖出一份相同到期

日、行权价较高的认购期权。 相比单

纯买入认购期权，此策略降低了成本

和盈亏平衡点，并且损失有限、收益

有限。 利用两份行权价格不同的认沽

期权也可以构建牛市价差策略。

2.合成股票多头策略

投资者预计牛市行情，可以卖出

一份行权价距当前股价较为接近的

认沽期权，同时买入一份具有相同到

期日、相同行权价的认购期权；卖出

期权可以获得权利金，所以构建成本

较低。 该合成头寸所需的投入资金比

直接买进股票所需的投入小很多。 虽

然卖出期权需要交纳保证金，实际需

要的资金会提高，但仍然存在一定的

杠杆。

熊市期权策略

1.认沽期权熊市价差策略

投资者判断有下跌幅度较小的

熊市行情，可以买入一份行权价较高

的认沽期权，同时卖出一份相同到期

日、行权价较低的认沽期权。 该策略

相比单纯买入认沽期权，节省了权利

金支出，并且损失有限、收益有限。 利

用两份行权价格不同的认购期权也

可以构建熊市价差策略。

2 .

合成股票空头策略

投资者预计熊市行情，可以买入

一份行权价距当前股价较为接近的

认沽期权，同时卖出一份具有相同到

期日、相同行权价的认购期权；卖出

期权可以获得权利金。 该组合相当于

持有股票期货的空头，但构建成本更

低。

盘整市策略

1.卖出（顶部）跨式策略

在市场行情方向不明确，波动率

较小的情况下，同时卖出相同行权价

格、相同到期日的一份认沽期权和一

份认购期权，赚取权利金。 但当股价

大幅上涨和下跌时，该策略都会发生

亏损。

2.卖出宽跨式策略

在市场行情方向不明确，波动率

较小的情况下，卖出一份行权价为K1

的认沽期权，同时卖出一份相同到期

日、行权价为K2的认购期权。 与卖出

跨式策略相比，该策略赚取的权利金

可能较少， 但赚取权利金的几率增

大。

3.蝶式策略

认为股价波动不大，但为了防止

一旦股价剧烈波动造成损失，卖出两

份执行价位于中间价的认购期权，再

买入两份执行价分别高于或低于该

价的认购期权。

突破市交易策略

1.买入（底部）跨式策略

在预测股票价格将剧烈波动，但

波动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可同时买

入相同行权价格、相同到期日的一份

认沽期权和一份认购期权。 无论股价

大幅上涨还是下跌时都能从中获利，

且损失有限、收益无限。

2.买入宽跨式策略

买入宽跨式策略应用条件与买

入（底部）跨式策略较为相似，但比买

入跨式策略的成本更低。

申万宏源，多元化投资理财，成为您真正的“现金管家”。

尊敬的客户，您好！ 应广大客户需求，申万宏源证券现推出 7×24小时开户服务！ 周六周日均可办理开户业

务！申万宏源证券地址：上饶市五三大道 23号。我公司将竭尽全力为您的投资理财导航，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咨

询电话 8202313、8218612。“新三板”咨询热线：8215273�叶经理 13907935333�洪经理 13707033787。

10

月

19

日，证监会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 发言人常德鹏通报了证监

会近期完善并购重组监管工作情

况。 证监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企业

诉求，进一步简政放权，完善基础性

制度。 他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 持续强化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特别强调中介机构发

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一旦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绝不

姑息。 对于中概股回归并购

A

股上

市公司， 证监会采取同境内企业并

购同类标准，不设任何额外门槛。

近年来，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占

企业并购交易总额的比例持续上

升， 资本市场已成为我国企业兼并

重组的重要平台。 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在深化企业改革、提高公司质量、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份，

全市场发生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近

3000

单，同比增长

69.5%

，已超去年

全年总数。 交易金额近

1.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46.3%

， 接近去年全年水

平。 这其中， 仅

117

单需证监会审

核， 行政许可比例由去年的不足

10%

进一步下降至

4%

，市场活跃度

大大攀升。

常德鹏表示， 从证监会审核的

情况看，近期万华化学等快速过会，

外运发展、 深赤湾等多家公司通过

并购重组实现行业整合。 国庆假期

后，证监会针对小额并购交易，推出

快速审核通道，简化审批程序，为企

业开展市场化并购争取时间。 适用

该通道的第一单拓尔思已在受理后

直接提交重组委审议， 审核效率大

幅提高。

常德鹏指出， 证监会还将继续

深化改革，完善基础性制度，充分发

挥并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作用。 对

于募集配套资金，放松管制，允许上

市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

务，以满足企业后续产能整合、优化

资本结构等切实诉求；同时，上市公

司大股东为抗风险和后续发展，通

过认购配套融资真实、 持续地巩固

控制权，证监会明确予以支持。 对于

并购非金融类资产少数股权的，取

消财务指标限制，服务企业去产能、

调结构的发展需求。 对于处于交易

核心的发行价格问题， 注重发挥股

东大会定规则、 董事会快执行的公

司治理作用， 特别强调调价机制设

计合理性、董事会履责及时性，在市

场化定价的基础上充分关注中小投

资者保护。 对于交易对方涉及

200

人公司的， 明确经中介机构合规性

核查后可以依法参与并购重组活

动。

常德鹏进一步表示， 证监会积

极支持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参与

A

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不断提升

A

股上市公司质量。 自去年

11

月以

来， 已有

7

家中概股公司通过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回归

A

股市场， 回归

渠道进一步畅通。 对于此类并购，证

监会采取同境内企业并购同类标

准，一视同仁，不设任何额外门槛。

同日， 证监会进一步新增并购

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

/

快速通道产业

类型。 包括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

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

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

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 转型

升级的产业。（

据

《

证券时报

》

）

证监会：

积极支持优质中概股

参与 A 股并购重组

中弘股份或成 A股

首只“一元退市”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