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安信信托

昨晚发布年报，公司去年共实现营业

收入1 8.09亿元，同比增长1 1 6.01 %；

净利润1 0.24亿元，同比增长266.07%；

每股收益2.25元。同时公司拟向全体

股东每1 0股派发现金7元。

安信信托在年报中披露，公司业

务收入变化一方面是因信托业务呈

继续增长态势。201 4年度实现手续费

收入净额1 6.36亿元，比201 3年度增

加8.94亿元。

另一方面，固有业务稳步推进。

本期实现利息收入1 .59亿元，比上期

增长80.1 0%。同时公司还加强了对闲

置货币资金进行流动性管理，投资低

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年内取

得了1 449万元的投资收益。

佳兆业获融创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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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资深记者 吴缵超 百圆

裤业昨天午间公告，为有效地拓展、

推进公司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发展战

略，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 224万投资

深圳前海 帕 拓 逊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公告称，201 5年2月7日，公司及

其他三位投资方敖访记、孙亮亭、珠

海安赐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与前海帕拓逊及其现

有股东共同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

公司决定分两次向前海帕拓逊增资

1 224万元，其中88.24万元计入实收

资本，其余1 1 35.7646计入资本公

积。两次增资完成后，前海帕拓逊的

注 册 资 本 由 1 000 万 元 增 加 至

1 1 76.47万元，公司将持有前海帕拓

逊7.50%股权。

据悉，前海帕拓逊成立于201 5年

1 月23日，是一家跨境电子商务公司，

致力于将中国高品质的产品（ 各类

基于无线和蓝牙电子产品，包括但不

限于手机配件、汽车配件等）销售到

全世界各地。

我国境内资本市场正式迈入期权时代

上证50ETF期权上市首日运行平稳

昨日，华夏上证50ETF期权正式

上市交易，市场人士也预测，作为首

只期权产品的唯一标的———华夏上

证50ETF有可能迎来规模的快速增

长。

与股 指 期 货 不 同 的 是 ，50ETF

期权采用实物交割行权方式，并允许

持有ETF 的投资者备兑卖出看涨期

权。由于涉及现货交易，50ETF期权

的上市将会促进华夏上证50ETF 规

模增长和交易活跃度。事实上，从近

期监管部门宣布50ETF期权即将推

出以来，华夏上证50ETF规模提升明

显。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5日，华

夏上证50ETF的份额从98.92亿份提

升到117.85亿份，增加了近19亿份。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股票期权交易试点

正式启动。证监会昨日1 6时通过官方

微博举办了一次股票期权相关问题的

微讲堂，介绍股票期权的总体情况、主

要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及投资者适当

性制度等内容，证监会表示股票期权

作为衍生品，其风险较高，交易方式也

不同于现货产品，不具备相应投资经

验、基础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

者盲目参与股票期权交易可能面临较

大风险，因此有必要实行投资者适当

性制度。

证监会强调，建立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投资者的平

等交易权限，而是一项保护投资者权

益的重要措施，在股票期权交易试点

初期，这项制度是必要的。

证监会表示，股票期权是国际资本

市场成熟的金融产品，但在我国资本市

场是项重大无先例、无实践的创新产

品。股票期权作为衍生品，其风险较高，

交易方式也不同于现货产品，期权市场

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离不开投资者

成熟理性的参与以及合理均衡的投资

者结构，不具备相应投资经验、基础知

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盲目参与

股票期权交易可能面临较大风险，因此

有必要实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华夏上证50ETF
期权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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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融创中国近

日与佳兆业集团发出联合公告，确认

融创以每股1 .8元、即45.5亿元的总代

价 ， 购 入 佳 兆 业 创 办 人 郭 氏 兄 弟

49.25%的股权，并拟向余下股东提出

全面收购。佳兆业集团昨天下午复牌

交易并以1 7.61!的涨幅报收于1 .87

港元。

不过，持有佳兆业29.94%股份的

第二大股东富德生命已表态不接纳收

购。本次股份买卖尚未完成交割，须待

多项先决条件完成，包括佳兆业的债

务违约已通过债权人同意或豁免，部

分或全部现有债务已进行重组及再融

资；因出售股份而导致的现有债务条

款下的所有违约已被现有债务的相关

债权人豁免；所有现有纠纷、法院申请

及业务运营非正常经营状态，都以令

融创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

安信信托
每10股派7元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随着首个股票期权产品

上证50ETF期权合约昨日上市交易，我

国境内资本市场正式迈入期权时代。

这不仅意味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已成为

境内第一家产品线横跨现货与衍生品

市场的综合型交易所，也标志着我国

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更加完整完善，

并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

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中国证监会

党委书记、主席肖钢共同为上证50ETF

期权合约首日交易鸣锣开市。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上

交所理事长桂敏杰为上证50ETF期权

合约揭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

上交所总经理黄红元先后致辞。

股票期权是国际资本市场上基

础性的、成熟的风险管理工具。201 3

年，全球主要交易所的衍生品合约成

交中，期权占据了半壁江山。发展股

票期权业务，对于完善资本市场价格

信号功能、丰富风险管理工具、提升

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倡导价值投资和

建设我国蓝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作

为境内资本市场一项全新的产品，

50ETF期权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从

全天成交情况来看，整体交易平稳，

基本符合预期。

投资者观望态度符合预期
期权一上市即显示了超强的杠

杆性和波动性，期权标的上证50ETF

昨天上下震荡高达3%，，导致各期权

合约波动剧烈。早盘上证50ETF微跌，

认沽期权合约呈现普涨态势，认购期

权全线下跌，午后随着上证50ETF的

走高，认沽期权全线暴跌。

首日挂牌上市交易的上证50ETF

期权合约共40个，包括认购、认沽两

种类型，四个到期月份，五个行权价

格。其中到期月份为3月、4月、6月、9

月，5个行权价格分别为2.20元、2.25

元、2.30元、2.35元、2.40元。

收盘40个合约仅3月交割行权价

2.2元认购期权上涨，其余皆下跌，3

月交割行权价为2.2元、2.25和2.3元

的认沽期权下跌超20%。

昨天大盘上下震荡，沪指早盘

低开后冲高回落，一度跌近1 %，随

后在金融股带领下，沪指震荡翻红。

午后开盘，金融股继续发力，沪指震

荡走高涨逾1 %，盘中收复31 00点，

尾盘沪指再次冲高回落，31 00点得

而复失。截至收盘，沪指报3095.1 2

点，涨幅0.66%，结束此前连续三天

下跌，深成指报1 0868.1 4点，涨幅

0.71 %，创业板指报1 708.85点，跌幅

1 .28%。

今天有东兴证券等1 7只新股集

中申购，昨天盘面次新股表现低迷，

诺力股份、龙马环卫、昆仑万维、利

民股份、健盛集团、晨光文具、浩丰

科技、航天工程、永艺股份等跌停。

丰富风险管理意义重大
股票期权起始于1 970年代初的

美国，是国际资本市场上基础性的、

成熟的风险管理工具。201 3年，全球

主要交易所的衍生品合约成交中，期

权占据了半壁江山。发展股票期权业

务，对于完善资本市场价格信号功

能、丰富风险管理工具、提升资本市

场定价效率、倡导价值投资和建设我

国蓝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上看，投资者参与理性。全

天共542个账户参与期权交易，其中

个人投资者492个，机构投资者50

个。对冲前成交持仓比为1 .61 ，对冲

后成交持仓比为2.1 7，低于美国期

权市场和中金所股指期货市场的1 0

倍水平。

上市首日50ETF期权定价合理，

期权市场成交价与根据国际衍生品

市场最常用的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得

出的理论价偏离度仅1 .47%，低于成

熟市场1 0%的偏离水平。当日，实值合

约价格均高于虚值合约，远月合约价

格均高于近月合约，未出现价格倒挂

现象。此外，反映投资者对标的证券

市场预期的认沽认购比指标为0.66

（ 低于1 表示对市场看好），与当天

50ETF上涨趋势一致。总体上看，期现

联动关系良好。

从上市首日的表现看，50ETF期权

对提振现货市场信心起到积极作用。

上周末市场出现了较多利空消息，特

别是证券公司禁止代销伞形信托、监

管部门重申两融业务准入门槛等，市

场普遍预期本周一大盘将出现一定幅

度的调整。但从实际情况看，全天上证

综指 收 涨 0.62%， 上 证 50 指 数 上 涨

1 .79%，表明市场对50ETF期权总体认

可，也表明我国股票期权的推出与成

熟市场推出股票期权情况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