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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 深 上 行 ， 两 融 微 降 >> 
2019-10-14 

<<沪深节前下探，两融小幅收缩>> 
2019-09-30 

<< 沪 深 盘 整 ， 两 融 连 增 >> 
2019-09-24   

沪深回调，两融向好 

——融资融券周报第371期 

结论 

上周沪深两市下跌。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31%，期末余额为 9611.43 亿元。我

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0.90bp 升至 0.35bp，上升 1.25

个 bp，个股多空强度整体有所上升。上周 ETF 两融市场没有标的变动，63

支 ETF 的两融余额加总达到了 1111.84 亿元，较前期的 1104.66 亿元增加

0.65%。 

 上周市场回顾：上周沪深两市下跌。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31%，期末余

额为 9611.43 亿元。沪深两市的两融余额差值为 1448.40 亿元，较前期的

1466.20 亿元减少 1.21%。 

 个股情况：我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0.90bp 升至

0.35bp，上升 1.25 个 bp，个股多空强度整体有所上升。我们测算的相对

多空强度指标按各市场板块从高到低分别为创业板从前期的 1.71bp 升至

8.55bp，上升 6.85 个 bp；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0.09bp 升至 0.02bp，上升

0.11 个 bp；沪市主板从前期的-1.08bp 升至-0.08bp，上升 1.01 个 bp；深

市主板从前期的-1.47bp 升至-0.56bp，上升 0.90 个 bp；科创板从前期的

-27.20bp 升至-8.12bp，上升 19.08 个 bp。本期融资净流入的个股有 737

支，较前期增加 101 个个股。 

 ETF 情况：上周 ETF 两融市场没有标的变动，63 支 ETF 的两融余额加

总达到了 1111.84 亿元，较前期的 1104.66 亿元增加 0.65%。 

 风险提示：股市下跌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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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周市场回顾 

1.1  市场总体情况： 

 市场表现： 

上周沪深两市下跌。上证综指下跌-1.19%，收于 2938.14 点；深证成指下跌-1.38%，收于

9533.51 点；沪深 300 下跌-1.08%，收于 3869.38 点。 

 两融余额情况： 

上周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31%，期末余额为 9611.43 亿元。其中沪市余额环比增加 0.11%，

期末余额为 5529.91 亿元；深市余额环比增加 0.59%，期末余额为 4081.51 亿元。 

图 1：融资融券余额历史走势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沪深两市的两融余额差值情况： 

沪深两市的两融余额差值为 1448.40 亿元，较前期的 1466.20 亿元减少 1.21%。 

图 2：沪深两市的两融余额差值历史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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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1.2  分项余额情况： 

 融资和融券分项余额情况： 

上周融资余额为 9471.38 亿元，比前期增加 0.29%；融券余额为 140.05 亿元，比前期增加

2.05%。融资余额占比降至 98.54%，融券余额占比升至 1.46%，融券余额占比有所上升。 

图 3：融资余额及占比情况  图 4：融券余额及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融资净买入额： 

上周的融资净买入额由前期的 35.56 亿元下降至-32.12 亿元，环比降幅为 190.33%，融资

交易市场热度降温。 

图 5：融资净买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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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1.3  周交易情况： 

 融资期间买入额和融券期间卖出量： 

上周融资期间买入额为 345.47 亿元，环比减少 82.88%；上周融资期间偿还额为 377.59

亿元，环比减少 80.95%。上周融券期间卖出量为 1.17 亿股，环比减少 83.54%。 

图 6：融资期间买入额  图 7：融券期间卖出量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2.  个股两融数据分析 

 市场整体多空相对强度： 

相对多空强度=（融资净买入额-融券净卖出额）/流通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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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个股的融资期间买入额从前期的 1636.12 亿元升至 1872.53 亿元，升幅为 14.45%，个

股的融资净买入额从前期的-26.15 亿元升至 20.51 亿元，升幅为 178.43%；我们估算的融

券净卖出额则从前期的 9.77 亿元降至 6.47 亿元，降幅为 33.76%。以流通市值的万分之一

为一个基点(bp)，我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0.90bp 升至 0.35bp，上

升 1.25 个 bp，个股多空强度整体有所上升。 

图 8：市场整体相对多空强度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2.1  市场板块两融分析 

为了方便后面的分析，我们分别对个股和行业定义如下几个指标： 

融资净买入额=融资买入额-融资偿还额 

融券净卖出量=融券卖出量-融券偿还量 

分市场看个股两融，各市场板块的两融余额从高到低分别为沪市主板从前期的 4652.46

亿元升至 4652.51 亿元，升幅为 0.00%；深市主板从前期的 1470.14 亿元降至 1467.61 亿

元，降幅为 0.17%；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1452.38 亿元降至 1451.93 亿元，降幅为 0.03%；

创业板从前期的 759.48 亿元升至 778.86 亿元，升幅为 2.55%；科创板从前期的 48.99 亿

元升至 51.66 亿元，升幅为 5.44%。 

各市场板块的融资净流入额从高到低分别为创业板从前期的 5.40 亿元升至 19.63 亿元，

升幅为 263.64%；沪市主板从前期的-24.32 亿元升至 1.90 亿元，升幅为 107.80%；科创板

从前期的 1.35 亿元降至 1.31 亿元，降幅为 3.11%；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0.42 亿元升至

0.42 亿元，升幅为 198.68%；深市主板从前期的-8.16 亿元升至-2.74 亿元，升幅为 66.38%。 

我们测算的相对多空强度指标按各市场板块从高到低分别为创业板从前期的 1.71bp 升至

8.55bp，上升 6.85 个 bp；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0.09bp 升至 0.02bp，上升 0.11 个 bp；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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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板从前期的-1.08bp 升至-0.08bp，上升 1.01 个 bp；深市主板从前期的-1.47bp 升至

-0.56bp，上升 0.90 个 bp；科创板从前期的-27.20bp 升至-8.12bp，上升 19.08 个 bp。 

图 9：分市场多空强度指标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2.2  行业两融分析 

 两融余额情况： 

分行业看个股两融，本期两融余额增长的行业有 14 个。两融余额排名前五和后五的行业

见下表： 

表 1：行业两融余额排名 

行业两融余额前五名 行业两融余额后五名 

WIND 行业 两融余额(亿元) WIND 行业 两融余额(亿元) 

材料Ⅱ 1089.28 家庭与个人用品 9.26 

资本货物 1001.04 消费者服务Ⅱ 46.37 

技术硬件与设备 903.11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46.79 

多元金融 748.88 电信服务Ⅱ 55.26 

软件与服务 569.54 商业和专业服务 92.74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融资净流入情况： 

本期融资净流入的行业有 14 个，较前期增加 7 个行业。融资净流入额排名前五和后的行

业见下表： 

表 2：行业融资净流入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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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融资净流入前五名 行业融资净流入后五名 

WIND 行业 净流入额(亿元) WIND 行业 净流入额(亿元) 

食品、饮料与烟草 11.69 材料Ⅱ -7.79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11.29 技术硬件与设备 -4.83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8.77 资本货物 -4.31 

银行 4.60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3.00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2.07 保险Ⅱ -2.98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多空强度指标情况： 

本期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为正的行业有 12 个，较前期增加 5 个行业。我们测算的相对多空

强度指标排名前五和后五的行业见下表： 

表 3：行业多空强度指标排名 

行业多空强度指标前五名 行业多空强度指标后五名 

WIND 行业 多空强度指标(bp) WIND 行业 多空强度指标(bp)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20.04 电信服务Ⅱ -3.47 

家庭与个人用品 8.56 材料Ⅱ -2.60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8.30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2.31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

科学 

3.93 技术硬件与设备 -2.03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

备 

3.03 零售业 -1.72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2.3  个股两融分析 

 两融余额情况： 

本期两融余额增长的个股有 733 支。两融余额排名前五和后五的个股见下表： 

表 4：个股两融余额排名 

个股两融余额前五名 个股两融余额后五名 

证券简称 两融余额(亿元) 证券简称 两融余额(亿元) 

中国平安 256.47 博信股份 0.01 

兴业银行 109.84 欧派家居 0.07 

中信证券 103.53 宏达矿业 0.08 

贵州茅台 99.75 营口港 0.09 

京东方 A 81.75 星宇股份 0.09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融资净流入情况： 

本期融资净流入的个股有 737 支，较前期增加 101 个个股。融资净流入额排名前五和后

的个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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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个股融资净流入排名 

个股融资净流入前五名 个股融资净流入后五名 

证券简称 净流入额(亿元) 证券简称 净流入额(亿元) 

迈瑞医疗 7.23 美的集团 -2.85 

贵州茅台 6.00 大秦铁路 -2.13 

隆基股份 4.08 兴业银行 -1.51 

蓝思科技 2.44 银泰黄金 -1.46 

亿纬锂能 2.26 京东方 A -1.43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多空强度指标情况： 

本期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为正的个股有 724 个，较前期增加 95 个个股。个股的多空强度值

分布趋于分散。我们测算的相对多空强度指标排名前五和后五的个股见下表： 

表 6：个股多空强度指标排名 

个股多空强度指标前五名 个股多空强度指标后五名 

证券简称 多空强度指标(bp) 证券简称 多空强度指标(bp) 

诚迈科技 305.72 西部超导 -318.15 

晶丰明源 263.98 航天通信 -297.12 

紫金银行 234.52 精测电子 -168.37 

科达股份 234.19 东方通 -159.61 

任子行 224.21 杭可科技 -131.40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3.  ETF 情况 

上周 ETF 两融市场没有标的变动，63 支 ETF 的两融余额加总达到了 1111.84 亿元，较前

期的 1104.66 亿元增加 0.65%。其中融资余额 1070.11 亿元，较前期的 1061.73 亿元增加

0.79%；融券余额 41.73 亿元，较前期的 42.93 亿元减少 2.80%。 

从融资净流量数据上看，上周 63 支 ETF 中有 32 支基金融资净流入，较前期增加 9 支。

各基金融资净流入前五后五见下表： 

表 7：ETF 融资净流入排名 

ETF 融资净流入前五名 ETF 融资净流入后五名 

证券简称 净流入额(万元) 证券简称 净流入额(万元) 

华安黄金 ETF 39218.79 国泰纳斯达克 100ETF -8326.30 

博时黄金 ETF 35565.23 易方达恒生 H 股 ETF -6606.97 

华夏恒生 ETF 18756.46 华夏上证 50ETF -5357.75 

易方达黄金 ETF 16458.49 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 

-3240.68 

南方中证 500ETF 7337.14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3069.14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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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周小结 

上周沪深两市下跌。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31%，期末余额为 9611.43 亿元。沪深两市的两

融余额差值为 1448.40 亿元，较前期的 1466.20 亿元减少 1.21%。 

从个股来看，我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0.90bp 升至 0.35bp，上升 1.25

个 bp，个股多空强度整体有所上升。我们测算的相对多空强度指标按各市场板块从高到

低分别为创业板从前期的 1.71bp升至 8.55bp，上升 6.85个 bp；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0.09bp

升至 0.02bp，上升 0.11 个 bp；沪市主板从前期的-1.08bp 升至-0.08bp，上升 1.01 个 bp；

深市主板从前期的-1.47bp 升至-0.56bp，上升 0.90 个 bp；科创板从前期的-27.20bp 升至

-8.12bp，上升 19.08 个 bp。本期融资净流入的个股有 737 支，较前期增加 101 个个股。 

从 ETF 来看，上周 ETF 两融市场没有标的变动，63 支 ETF 的两融余额加总达到了 1111.84

亿元，较前期的 1104.66 亿元增加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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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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