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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周五（3 月 17 日），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沪指一度涨超 1.6%；午后银行股率先回撤，市

场出现回落，最终创业板指收跌。上证指数收涨 0.73%报 3250.55 点，创业板指跌 0.36%，

万得全 A 涨 0.58%，万得双创涨 0.71%。市场成交额 9735.7 亿元，创出一个月新高；北

向资金实际净买入 71.83 亿元。人工智能主题抢眼，ChatGPT、AIGC、AI 芯片、算力等

板块携手爆发，寒武纪、工业富联、海天瑞声等多股涨停。一带一路概念再度走高，北

方国际、中工国际、中油工程等多股涨停。中字头个股同步活跃，中国石油等大涨。光

刻胶概念活跃，张江高科、茂莱光学涨停。电信股尾盘活跃，中国联通涨近 5%，中国电

信涨近 3%。医药及医药股表现不振，迈得医疗、长春高新触及跌停。本周，上证指数累

计涨 0.63%；创业板指跌 3.24%，连跌 7 周。

期权分析

1.成交量方面，50ETF 期权成交量为 339 万张，沪市 300ETF 期权成交量为 218 万张，深

市 300ETF 期权成交量为 32 万张。

2.PCR 方面，50ETF 期权报 0.91，处于近期中等位置；沪市 300ETF 期权报 0.91，处于近

期中等位置；深市 300ETF 期权报 1.13，处于近期较高位置。

3.标的物历史波动率方面，50ETF 期权为 16.49%，处于近期中等位置；沪市 300ETF 期权

为 15.42%，处于近期中等位置；深市 300ETF 期权为 15.44%，处于近期中等位置。

4.平值期权隐含波动率方面，50ETF 期权为 17.02%，沪市 300ETF 期权为 15.92%，深市

300ETF 期权为 16.03%。

5.隐含波动率微笑方面，50ETF 微笑曲线最低点处于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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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 点，处于近期较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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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观点

周五（3 月 17 日），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沪指一度涨超 1.6%；午后银行股率先回撤，市

场出现回落，最终创业板指收跌。上证指数收涨 0.73%报 3250.55 点，创业板指跌 0.36%，

万得全 A 涨 0.58%，万得双创涨 0.71%。市场成交额 9735.7 亿元，创出一个月新高；北

向资金实际净买入 71.83 亿元。人工智能主题抢眼，ChatGPT、AIGC、AI 芯片、算力等

板块携手爆发，寒武纪、工业富联、海天瑞声等多股涨停。一带一路概念再度走高，北

方国际、中工国际、中油工程等多股涨停。中字头个股同步活跃，中国石油等大涨。光

刻胶概念活跃，张江高科、茂莱光学涨停。电信股尾盘活跃，中国联通涨近 5%，中国电

信涨近 3%。医药及医药股表现不振，迈得医疗、长春高新触及跌停。本周，上证指数累

计涨 0.63%；创业板指跌 3.24%，连跌 7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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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3-18 01:00:00 美国
3月17日当周天然气

钻井数
153 * *

2023-03-18 01:00:00 美国
3月17日当周总钻井

数
746 * *

2023-03-18 01:00:00 美国
3月17日当周石油钻

井数
590 588 *

资料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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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1.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标准更

新升级和应用实施的通知》，要求不断扩大节能标准覆盖范围，加快数据中心、通信基

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和冷链物流、新型家电等领域节能标准制定修订，补齐重点领域节能

标准短板。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加大对符合政策要求高效节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

力度；落实好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绿色金

融，加大对符合更高能效水平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融资。

2.第一财经报道，在欧美银行陆续暴发危机之际，日元超越美元、瑞士法郎，在过去五

个交易日成为十国集团（G10）货币中表现最好的货币。虽然欧美祭出各种救市措施，

但日元周四仍然受到青睐。美元对日元周四盘中一度下跌 1.18%至 131.72，创下近一个

月新低。未来最大变数仍在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

3.第一财经报道，2022 年 GDP 百强城市名单已经出炉。GDP 超过 5000 亿的有 56 个，

比上一年多 3 个；十强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武汉、杭

州、南京。十强城市排名发生了两处变化：一是，重庆超越广州，上升到第四位；二是，

武汉三年来首次超过杭州，升至第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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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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万张，沪市 300ETF 期权成交量为 218 万张，深

市 300ETF 期权成交量为 32 万张。

PCR 方面，50ETF 期权报 0.91，处于近期中等位置；沪市 300ETF 期权报 0.91，处于近

期中等位置；深市 300ETF 期权报 1.13，处于近期较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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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处于近期中等位置；沪市 300ETF 期权

为 15.42%，处于近期中等位置；深市 300ETF 期权为 15.44%，处于近期中等位置。

平值期权隐含波动率方面，50ETF期权为17.02%，沪市300ETF期权为15.92%，深市300ETF

期权为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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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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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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 点，处于近期较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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