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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 深 回 调 ， 两 融 向 好 >> 
2019-1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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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融微增 

——融资融券周报第372期 

结论 

上周沪深两市盘整。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32%，期末余额为 9642.17 亿元。我

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 0.35bp 升至 0.78bp，上升 0.43 个

bp，个股多空强度整体有所上升。上周 ETF 两融市场增加 6 个标的基金，69 

支 ETF 的两融余额加总达到了 1134.31 亿元，较前期的 1111.84 亿元增加

2.02%。 

 上周市场回顾：上周沪深两市盘整。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32%，期末余

额为 9642.17 亿元。沪深两市的两融余额差值为 1442.56 亿元，较前期的

1448.40 亿元减少 0.40%。 

 个股情况：我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 0.35bp 升至

0.78bp，上升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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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0.02bp

升至 1.52bp，上升 1.51 个 bp；创业板从前期的 8.55bp 降至 0.85bp，下

降 7.70 个 bp；沪市主板从前期的-0.08bp 升至 0.79bp，上升 0.87 个 bp；

深市主板从前期的-0.56bp 升至 0.06bp，上升 0.62 个 bp；科创板从前期

的-8.12bp 升至-2.77bp，上升 5.35 个 bp。本期融资净流入的个股有 779

支，较前期增加 42 个个股。 

 ETF 情况：上周 ETF 两融市场增加 6 个标的基金，69 支 ETF 的两融余

额加总达到了 1134.31 亿元，较前期的 1111.84 亿元增加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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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两市盘整。上证综指上涨 0.57%，收于 2954.93 点；深证成指上涨 1.33%，收于

9660.44 点；沪深 300 上涨 0.71%，收于 3896.79 点。 

 两融余额情况： 

上周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32%，期末余额为 9642.17 亿元。其中沪市余额环比增加 0.23%，

期末余额为 5542.37 亿元；深市余额环比增加 0.45%，期末余额为 40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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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56 亿元，较前期的 1448.40 亿元减少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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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8.02 亿元，比前期增加 0.39%；融券余额为 134.15 亿元，比前期减少

4.21%。融资余额占比升至 98.61%，融券余额占比降至 1.39%，融券余额占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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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亿元上升至 2.64 亿元，环比升幅为 40.43%，融资交易

市场热度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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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47 亿元，环比减少 76.00%；上周融资期间偿还额为 366.83

亿元，环比减少 76.14%。上周融券期间卖出量为 1.28 亿股，环比减少 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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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53 亿元降至 1482.52 亿元，降幅为 20.83%，个

股的融资净买入额从前期的 20.51 亿元升至 22.59 亿元，升幅为 10.13%；我们估算的融券

净卖出额则从前期的 6.47 亿元降至-8.65 亿元，降幅为 23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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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bp 升至 0.78bp，上

升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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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51

亿元升至 4660.41 亿元，升幅为 0.17%；深市主板从前期的 1467.61 亿元降至 1466.71 亿

元，降幅为 0.06%；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1451.93 亿元升至 1461.44 亿元，升幅为 0.66%；

创业板从前期的 778.86 亿元降至 774.67 亿元，降幅为 0.54%；科创板从前期的 51.66 亿

元升至 52.90 亿元，升幅为 2.41%。 

各市场板块的融资净流入额从高到低分别为沪市主板从前期的 1.90 亿元升至 11.01 亿元，

升幅为 480.65%；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0.42 亿元升至 8.58 亿元，升幅为 1957.86%；创业

板从前期的 19.63 亿元降至 1.76 亿元，降幅为 91.03%；深市主板从前期的-2.74 亿元升至

0.63 亿元，升幅为 122.85%；科创板从前期的 1.31 亿元降至 0.61 亿元，降幅为 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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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0.02bp

升至 1.52bp，上升 1.51 个 bp；创业板从前期的 8.55bp 降至 0.85bp，下降 7.70 个 bp；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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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板从前期的-0.08bp升至0.79bp，上升0.87个bp；深市主板从前期的-0.56bp升至0.06bp，

上升 0.62 个 bp；科创板从前期的-8.12bp 升至-2.77bp，上升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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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74 家庭与个人用品 9.55 

资本货物 1009.97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47.74 

技术硬件与设备 903.79 消费者服务Ⅱ 48.99 

多元金融 734.67 电信服务Ⅱ 54.82 

软件与服务 575.53 商业和专业服务 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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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期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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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8.25 材料Ⅱ -4.06 

食品、饮料与烟草 7.05 银行 -3.32 

软件与服务 5.41 多元金融 -3.08 

保险Ⅱ 4.12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2.74 

运输 3.14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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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个，较前期增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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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服务Ⅱ 8.07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5.47 

家庭与个人用品 7.91 商业和专业服务 -4.22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5.04 电信服务Ⅱ -2.89 

软件与服务 3.79 零售业 -1.43 

多元金融 3.71 材料Ⅱ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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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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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6 博信股份 0.01 

兴业银行 109.09 凌钢股份 0.08 

中信证券 102.10 营口港 0.09 

贵州茅台 95.08 宏达矿业 0.10 

京东方 A 81.03 首钢股份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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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 支，较前期增加 42 个个股。融资净流入额排名前五和后的

个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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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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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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安 3.09 贵州茅台 -4.55 

正邦科技 2.58 迈瑞医疗 -3.01 

中国长城 2.47 五粮液 -2.57 

益生股份 2.44 招商银行 -1.83 

常山北明 2.02 中信证券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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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 个，较前期增加 55 个个股。个股的多空强度值

分布趋于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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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景生物 409.71 心脉医疗 -168.30 

星星科技 305.83 长城证券 -156.25 

诚迈科技 267.69 航天通信 -91.35 

益生股份 201.31 鲁商发展 -90.97 

同有科技 189.77 嘉元科技 -85.39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3.  ETF 情况 

上周 ETF 两融市场增加 6 个标的基金，69 支 ETF 的两融余额加总达到了 1134.31 亿元，

较前期的 1111.84 亿元增加 2.02%。其中融资余额 1089.68 亿元，较前期的 1070.11 亿元

增加 1.83%；融券余额 44.63 亿元，较前期的 41.73 亿元增加 6.96%。 

从融资净流量数据上看，上周 69 支 ETF 中有 48 支基金融资净流入，较前期增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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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恒生 ETF 51508.52 易方达中证海外互联 ETF -3636.68 

易方达恒生 H 股 ETF 30192.10 博时标普 500ETF -2497.61 

华夏上证 50ETF 25537.82 南方中证 500ETF -2198.47 

华安黄金 ETF 16908.67 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 

-1946.79 

博时黄金 ETF 13021.33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ETF 

-1051.27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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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周小结 

上周沪深两市盘整。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0.32%，期末余额为 9642.17 亿元。沪深两市的两

融余额差值为 1442.56 亿元，较前期的 1448.40 亿元减少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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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bp 升至 0.78bp，上升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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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分别为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0.02bp升至 1.52bp，上升 1.51个 bp；创业板从前期的 8.55bp

降至 0.85bp，下降 7.70 个 bp；沪市主板从前期的-0.08bp 升至 0.79bp，上升 0.87 个 bp；

深市主板从前期的-0.56bp 升至 0.06bp，上升 0.62 个 bp；科创板从前期的-8.12bp 升至

-2.77bp，上升 5.35 个 bp。本期融资净流入的个股有 779 支，较前期增加 42 个个股。 

从 ETF 来看，上周 ETF 两融市场增加 6 个标的基金，69 支 ETF 的两融余额加总达到了

1134.31 亿元，较前期的 1111.84 亿元增加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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