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市场分析

周五（1 月 20 日），虎年收官，三大股指集体上行，均刷新逾 4 个月新高。尽管北向资

金连续 13 个日净买入，但量能由于假期原因仍出现萎缩。盘面上，券商回调，资源股

接棒成为上涨主力，信创、机器人概念活跃。上证指数收涨 0.76%报 3264.81 点，创业

板指涨 0.56%，万得全 A 涨 0.74%，创业板指涨 0.56%。本周，上证指数累涨 2.18%，深证

成指涨 3.26%，创业板指涨 3.72%，均实现周线 4 连阳。值得关注的是，1 月以来，北向

资金净买入额高达 1125 亿元，创下历史纪录。信创概念持续发酵，其软件、中国软件

等多股涨停。机器人概念走高，信邦智能等涨停。黄金股领涨，银泰黄金涨停。有色金

属崛起，中色股份、中国稀土涨停。煤炭亦有出色表现，恒源煤电涨停。电信股发力，

中国电信涨停。券商股深度回调，国盛金控跌停，湘财股份触及跌停。

期权分析

1.成交量方面，50ETF 期权成交量为 227 万张，沪市 300ETF 期权成交量为 155 万张，深

市 300ETF 期权成交量为 18 万张。

2.PCR 方面，50ETF 期权报 0.80，处于近期较低位置；沪市 300ETF 期权报 0.84，处于近

期较低位置；深市 300ETF 期权报 0.76，处于近期较低位置。

3.标的物历史波动率方面，50ETF 期权为 11.73%，处于近期较低位置；沪市 300ETF 期权

为 9.44%，处于近期较低位置；深市 300ETF 期权为 10.47%，处于近期较低位置。

4.平值期权隐含波动率方面，50ETF 期权为 20.22%，沪市 300ETF 期权为 18.91%，深市

300ETF 期权为 19.17%。

5.隐含波动率微笑方面，50ETF 微笑曲线最低点处于 97%价位，沪市 300ETF 期权最低点

处于 100%价位，深市 300ETF 期权最低点处于 100%价位。

6.VIX 方面，最新价报 20.52 点，处于近期较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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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观点

周五（1 月 20 日），虎年收官，三大股指集体上行，均刷新逾 4 个月新高。尽管北向资

金连续 13 个日净买入，但量能由于假期原因仍出现萎缩。盘面上，券商回调，资源股

接棒成为上涨主力，信创、机器人概念活跃。上证指数收涨 0.76%报 3264.81 点，创业

板指涨 0.56%，万得全 A 涨 0.74%，创业板指涨 0.56%。本周，上证指数累涨 2.18%，深证

成指涨 3.26%，创业板指涨 3.72%，均实现周线 4 连阳。值得关注的是，1 月以来，北向

资金净买入额高达 1125 亿元，创下历史纪录。信创概念持续发酵，其软件、中国软件

等多股涨停。机器人概念走高，信邦智能等涨停。黄金股领涨，银泰黄金涨停。有色金

属崛起，中色股份、中国稀土涨停。煤炭亦有出色表现，恒源煤电涨停。电信股发力，

中国电信涨停。券商股深度回调，国盛金控跌停，湘财股份触及跌停。

经济日历

表 1: 近期经济日历

日期 时间 国家/地区 指标名称 前值 预期 今值

2023-01-21 02:00:00 美国
1月20日当周天然气

钻井数
150 * *

2023-01-21 02:00:00 美国
1月20日当周总钻井

数
775 * *

2023-01-21 02:00:00 美国
1月20日当周石油钻

井数
623 * *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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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1.央行发布 2022 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沪深两市全年成交额 224.5 万亿元，同比减

少 13%；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稳有序，

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交易量持续增加，银行间衍生品市场成交量保持平

稳。

2.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复诺健生物科技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发的

新冠 mRNA 疫苗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件，该公司现已在上海南翔建

成了从设计到生产的 mRNA 疫苗药物中试研发平台，及年产能 20 亿剂的智能化 mRNA

疫苗生产车间。

3.习近平在二〇二三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希望与挑战并存。我们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努力实

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推动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顽强拼搏，就一定

能够实现新征程的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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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数据

图 1: 股票期权成交量（万张） 图 2: 股票期权成交量 PCR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成交量方面，50ETF 期权成交量为 227 万张，沪市 300ETF 期权成交量为 155 万张，深

市 300ETF 期权成交量为 18 万张。

PCR 方面，50ETF 期权报 0.80，处于近期较低位置；沪市 300ETF 期权报 0.84，处于近

期较低位置；深市 300ETF 期权报 0.76，处于近期较低位置。

图 3: 股票期权标的物历史波动率（%） 图 4: 股票期权平值期权隐含波动率（%）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标的物历史波动率方面，50ETF 期权为 11.73%，处于近期较低位置；沪市 300ETF 期权

为 9.44%，处于近期较低位置；深市 300ETF 期权为 10.47%，处于近期较低位置。

平值期权隐含波动率方面，50ETF期权为20.22%，沪市300ETF期权为18.91%，深市300ETF

期权为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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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股票期权隐含波动率微笑（%） 图 6: VIX（%）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隐含波动率微笑方面，50ETF 微笑曲线最低点处于 97%价位，沪市 300ETF 期权最低点处

于 100%价位，深市 300ETF 期权最低点处于 100%价位。

VIX 方面，最新价报 20.52 点，处于近期较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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