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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大涨，两融助力 

——融资融券周报第366期 

 

上周沪深两市大涨。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2.05%，期末余额为 9453.51 亿元。我

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 2.43bp 升至 4.54bp，上升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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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3 亿元，较前期的 1091.22 亿元减少 0.09%。 

 上周市场回顾：上周沪深两市大涨。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2.05%，期末余

额为 9453.51 亿元。沪深两市的两融余额差值为 1601.05 亿元，较前期的

1725.30 亿元减少 7.20%。 

 个股情况：我们计算出的市场相对多空强度指标从前期的 2.43bp 升至

4.54bp，上升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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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从前期的-9.94bp 升

至 67.29bp，上升 77.24 个 bp；创业板从前期的 14.32bp 升至 28.56bp，

上升 14.25 个 bp；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5.48bp 升至 9.90bp，上升 4.42 个

bp；深市主板从前期的 0.44bp 升至 5.91bp，上升 5.47 个 bp；沪市主板

从前期的 1.32bp 降至 1.01bp，下降 0.31 个 bp。本期融资净流入的个股

有 1023 支，较前期增加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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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3 亿元，较前期的 1091.22 亿元减少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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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沪深两市大涨。上证综指上涨 3.93%，收于 2999.60 点；深证成指上涨 4.89%，收于

9823.42 点；沪深 300 上涨 3.92%，收于 3948.51 点。 

 两融余额情况： 

上周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2.05%，期末余额为 9453.51 亿元。其中沪市余额环比增加 0.60%，

期末余额为 5527.28 亿元；深市余额环比增加 4.17%，期末余额为 39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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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05 亿元，较前期的 1725.30 亿元减少 7.20%。 

图 2：沪深两市的两融余额差值历史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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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7.77 亿元，比前期增加 2.00%；融券余额为 135.74 亿元，比前期增加

5.49%。融资余额占比降至 98.56%，融券余额占比升至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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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3 亿元下降至 8.89 亿元，环比降幅为 94.55%，融资交

易市场热度降温。 

图 5：融资净买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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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77 亿元，环比减少 79.30%；上周融资期间偿还额为 593.88

亿元，环比减少 78.39%。上周融券期间卖出量为 1.28 亿股，环比减少 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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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个股的融资期间买入额从前期的 2172.46 亿元升至 2948.87 亿元，升幅为 35.74%，个

股的融资净买入额从前期的 98.03 亿元升至 185.87 亿元，升幅为 89.61%；我们估算的融

券净卖出额则从前期的 3.86 亿元降至 2.30 亿元，降幅为 4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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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bp 升至 4.54bp，上

升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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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53

亿元升至 4640.28 亿元，升幅为 0.78%；深市主板从前期的 1454.75 亿元升至 1489.94 亿

元，升幅为 2.42%；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1345.62 亿元升至 1400.67 亿元，升幅为 4.09%；

创业板从前期的 611.39 亿元升至 677.26 亿元，升幅为 10.77%；科创板从前期的 59.66 亿

元降至 57.29 亿元，降幅为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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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7 亿元升至 65.23 亿元，

升幅为 107.97%；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28.15 亿元升至 51.86 亿元，升幅为 84.23%；深市

主板从前期的 2.24 亿元升至 34.28 亿元，升幅为 1428.43%；沪市主板从前期的 36.83 亿

元降至 33.50 亿元，降幅为 9.05%；科创板从前期的-0.57 亿元升至 1.00 亿元，升幅为

2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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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从前期的-9.94bp 升至

67.29bp，上升 77.24 个 bp；创业板从前期的 14.32bp 升至 28.56bp，上升 14.25 个 bp；中

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5.48bp 升至 9.90bp，上升 4.42 个 bp；深市主板从前期的 0.44bp 升至

5.91bp，上升 5.47 个 bp；沪市主板从前期的 1.32bp 降至 1.01bp，下降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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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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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66 家庭与个人用品 8.26 

资本货物 996.84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42.45 

技术硬件与设备 879.86 消费者服务Ⅱ 44.82 

多元金融 716.47 电信服务Ⅱ 58.45 

银行 568.92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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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个，较前期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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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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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硬件与设备 72.04 银行 -15.54 

软件与服务 35.49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1.75 

资本货物 21.31 电信服务Ⅱ -1.25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17.77 消费者服务Ⅱ -0.00 

多元金融 12.47 媒体Ⅱ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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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个，较前期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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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硬件与设备 27.83 电信服务Ⅱ -9.46 

软件与服务 26.37 银行 -2.50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

备 

16.51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1.37 

家庭与个人用品 12.78 消费者服务Ⅱ 0.09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10.72 能源Ⅱ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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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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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27 博信股份 0.01 

兴业银行 119.98 凌钢股份 0.03 

中信证券 99.81 信邦制药 0.04 

贵州茅台 90.33 欧派家居 0.04 

京东方 A 86.22 宏达矿业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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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支，较前期增加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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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 净流入额(亿元) 证券简称 净流入额(亿元) 

闻泰科技 6.17 兴业银行 -5.74 

中兴通讯 5.47 中国软件 -4.23 

中科曙光 4.60 招商银行 -3.12 

中国长城 4.27 工商银行 -3.07 

中航沈飞 3.40 海螺水泥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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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个，较前期增加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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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通 328.78 六国化工 -147.08 

西安银行 324.90 联创股份 -117.88 

宏达电子 307.79 中国软件 -103.82 

拉卡拉 289.15 华创阳安 -97.21 

科蓝软件 277.87 广宇发展 -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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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3 亿元，较前

期的 1091.22 亿元减少 0.09%。其中融资余额 1049.29 亿元，较前期的 1050.71 亿元减少

0.14%；融券余额 40.94 亿元，较前期的 40.51 亿元增加 1.08%。 

从融资净流量数据上看，上周 63 支 ETF 中有 33 支基金融资净流入，较前期减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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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8.85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64321.72 

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 18241.52 华夏上证 50ETF -13583.17 

易方达黄金 ETF 13196.26 博时标普 500ETF -9538.70 

博时黄金 ETF 7094.57 易方达创业板 ETF -3044.47 

国泰纳斯达克 100ETF 4745.62 易方达恒生 H 股 ETF -2347.01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4.  本周小结 

上周沪深两市大涨。两融余额环比增加 2.05%，期末余额为 9453.51 亿元。沪深两市的两

融余额差值为 1601.05 亿元，较前期的 1725.30 亿元减少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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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bp 升至 4.54bp，上升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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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分别为科创板从前期的-9.94bp 升至 67.29bp，上升 77.24 个 bp；创业板从前期的 14.32bp

升至 28.56bp，上升 14.25 个 bp；中小企业板从前期的 5.48bp 升至 9.90bp，上升 4.42 个

bp；深市主板从前期的 0.44bp 升至 5.91bp，上升 5.47 个 bp；沪市主板从前期的 1.32bp

降至 1.01bp，下降 0.31 个 bp。本期融资净流入的个股有 1023 支，较前期增加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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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3

亿元，较前期的 1091.22 亿元减少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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