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指期权最新报道
2013 年第 4 季度

期权

随着股指期货期权的单日交易量超出 410,000 份合约，芝商所在单一市场里为您提供灵活且具流动性的工具来管理全球股

票风险，以及追寻全球领先指数所呈现的机会。无论是在场内还是通过屏幕进行交易，大盘股、中盘股或小盘股，以及短期

每周、月末或季度到期日期的合约，我们广泛的产品系列为您提供执行各种交易策略所需的选择。

芝商所股指期权最新报道让您获悉最新的新闻、发展状况与趋势，从而帮助您更好地利用我们市场提供的每个机会。

股指期权交易表现强劲

场内及通过屏幕交易活跃的流动性资金池

第 4 季度，股指期权日均成交 410,958 份合约，较 2012

年第 4 季度上升 43%

第 4 季度，标普 500 指数期权（标准与电子 - 迷你）的

电子交易占比达到了 92%

2013 年迄今，股指期权的交易量超过 9,100 万份合约，

较 2012 年同期上升 55%

短期期权的参与度日益增长

每周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为您提供灵活性和机会

每周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的日均交易量达 90,301

份合约，较 2012 年第 4 季度上升 69%

第 4 季度，每周期权占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交易量

的 24%

每周标普 500 指数期权的日均交易量达 6,524 份合约，

较 2012 年第 4 季度飙升 511%

12 月 20 日，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第 4 周末（EOW4）

期权创下了 198,433 份合约的成交量记录，一举突破了

之前于今年 10 月 18 日所创下的 145,352 份合约的记录

第 4 季度，每周 E- 迷你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权的日均

交易达 979 份合约，较 2012 年第 4 季度飙升 506%

该期权合约可以用来执行各种交易策略：

- 围绕每周新闻事件对长期头寸进行套期保值	

- 对伽玛值（gamma）和西塔值（theta）实行更严格

的风险管理

- 凭借较短的存续期，可以发起期权费较低的期权交易

- 对波动性头寸进行套期保值

有第 1 周、第 2 周和第 4 周到期日期

更多的选择：季度、分期、月末和每周到期日期（请查

看本手册反面的图表）

远见启新智，卓识创未来

 

 

第四季度期权亮点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372,260	份

合约，较 2012 年第 4 季度增长 46%

月末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33,311

份合约，较 2012 年第 4 季度增长 28%

E- 迷你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4,585 份

合约，较 2012 年第 4 季度大增 103%

月末标普 5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2,979 份合约，

较 2012 年第 4 季度增长 1%

E-迷你道指（5 美元）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674 份合约，

较 2012 年第 4 季度增长 13%

12 月期权亮点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347,905 份合

约，较 2012 年 12 月增长 32%

每周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96,174

份合约，较 2012 年 12 月增长 68%

每周标普 5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5,822 份合约，

较 2012 年 12 月猛增 369%

E- 迷你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4,483 份

合约，较 2012 年 12 月大增 97%

每周 E- 迷你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权 – 日均交易量达 1,114

份合约，较 2012 年 12 月猛增 664%

 

 

 

如需了解短期期权的详情，请访问： cmegroup.com/sto

指数期权日均交易量

E-迷你道指5美元
E-迷你标普500指数（月末和每周）	
E-迷你纳斯达克100指数（每周）	
标普500指数（月末和每周）



股指期权工具

股指期权的单日波动性表面报告

追踪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和 E- 迷你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权的波动性趋势

根据前一日的交易量和未平仓量查看 15 个最活跃的行使价

运用来自芝商所风险管理系统的数据来统绘制前一日波

动性表面的 3D 视图

报告每晚大约在凌晨 2 点左右自动生成

获取地址：cmegroup.com/volsurface

QuikStrike 期权定价与分析

按行使价划分的当前与历史波动性数据

交易量与未平仓量信息

价差分析与风险图形

对充值（Delta）表单

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的理论值

期权与定价分析

访问此处下载资源：cmegroup.com/quikstrike

可参考资源

股指期权中心 – cmegroup.com/equityoptions

月度股指回顾	– cmegroup.com/msiu

未平仓量剖析工具	– cmegroup.com/eqoptionsoi

期 权 LinkedIn 专 组	–	 紧跟相关新闻和讨论 – linkd.in/

ztKFMA

期权产品页面 – cmegroup.com/options

今天就联系您专门的服务团队。

或访问 : cmegroup.com/options

资产经理人
assetmanagers@cmegroup.com

银行
banks@cmegroup.com

企业客户
commercials@cmegroup.com

对冲基金
hedgefunds@cmegroup.com

自营交易公司
proprietarytrading@cmegroup.com

期货佣金商 / 投资银行
intermediaries@cmegroup.com

期货交易具有亏损的风险，因此并不适于所有投资者。期货是一种杠杆投资，由于只需要具备某合约市值一定百分比的资金就可进行交易，所以损失可能会超出其为

某一期货头寸而存入的金额。因此，交易者只能使用其有能力承受损失风险且不会影响其生活方式的资金来进行该等投资。由于无法保证这些资金在每笔交易中都能

获利，所以该等资金中仅有一部分可投入某笔交易。CME Group 是芝商所公司的注册商标。地球标志、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Globex 和 E-mini 是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S&P 和 S&P 500 是标准普尔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所有其它注册商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产业。NASDAQ-100®	和	

NASDAQ-100 Index®是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的注册服务与商标。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是道琼斯公司的注册商标，且经授权用作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特定目的。

本手册中的信息由芝商所仅为一般用途而编制。尽管芝商所已尽其最大努力来确保本手册中信息的准确性，但仍不对任何错误或遗漏承担任何责任。此外，本手册中的

所有范例均为假设情况，仅作解释之用，不应将其视为投资建议或源于实际市场经验的结果。

本手册中所有关乎规则与规格之事项均遵循正式的 CME 和 CBOT 规则，并可被其替代。所有合约规格方面的事宜均应参照当前的规则。

© 2014 年芝商所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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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 E- 迷你标普 500 指数期权的每月日均
交易量（经名义额调整）

E-迷你标普500指数期权 标普500指数期权 E-迷你的成交占比%	

每周期权到期日期
传统季度 / 分期期权到期日期 
月末（EOM）期权到期日期

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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