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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券余量前20名证券市场表现

融资余额前20名证券市场表现

4月16日融资净买入额前20证券 4月16日融券净卖出量前20证券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净空单

■ 两融看台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 融资融券标的追踪

“自贸热”助宁波建工涨停

沪深股市昨日维持震荡，新

疆、河北、深圳等区域板块大幅

回调， 不过宁波板块异军突起，

其中宁波建工放量涨停，成为市

场关注的热点。

宁波建工小幅高开后，维持

窄幅震荡，临近尾盘，成交量突

然放大，股价震荡上行，封死涨

停板，尾市报收于8.76元。 值得

注意的是，昨日宁波建工的成交

额为1.62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

增加了 1.45亿元， 增幅超过

800%， 显示投资者对该股的热

捧。

昨日有消息称，为了获得更

多的发展机会和优惠政策，宁波

也在加紧申报自贸区。 同时，宁

波市有关部门正在进行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前期

调研和准备，近期将向国家发改

委汇报， 争取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规划覆盖宁波。受此消

息的影响，以宁波建工为代表的

本地股昨日大幅反弹。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一季度

经济数据、短期政策走向等预期

逐渐明朗，投资者谨慎情绪再度

升温，昨日新疆、河北、深圳等区

域板块相继出现调整。如果宁波

自贸区的相关政策迟迟不能出

台，预计该板块炒作的持续性也

有限。 建议投资者谨慎对待，逢

高了结该股的融资买入仓位。

（徐伟平）

廊坊发展高位跳水

近两个多月以来，廊坊发展

高歌猛进，成为A股市场最为抢

眼的牛股之一。 不过，在4月14

日升至13.88元的高点之后，近

三个交易日震荡回落，昨日更是

大跌6.31%，跌幅位居两市融资

融券标的股首位。

昨日， 廊坊发展以13.28元开

盘，之后震荡下行，盘中虽然跌幅

一度收窄，但全天基本维持绿盘运

行，尾盘跌幅再度扩大。最终，廊坊

发展以12.47元报收，大跌6.31%。

在政策利好刺激下，京津冀

概念受到持续热炒，廊坊发展近

两个月表现强劲。 该股自2月7

日盘中创出新低4.55元之后，股

价扶摇直上，4月14日盘中摸高

至13.88元， 区间累计涨幅高达

193.74%。 而另一方面，廊坊发

展也积累了巨大的获利盘，一旦

股价掉头向下，短期可能引发游

资争相获利出逃。

分析人士指出，在两个月上

涨近200%之后， 廊坊发展短期

技术面存在调整压力；不过京津

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股价

调整后依然有望借助政策推进

再掀升势；昨日该股大跌，成交

却并未放量，也反映出资金情绪

并不十分恐慌。 总体来看，建议

短期保留融券仓位，等待股价调

整到位。（李波）

中天科技融资大增

4月16日，中天科技融资净

买入额为8736.63万元， 居于所

有两融标的股首位，较其此前的

融资规模明显放大，创出4月以

来的阶段高点。该股昨日高开后

随市场回调，下跌0.86%，报收

12.61元。

当日， 受融资买入的带动，

中天科技融资融券余额增至

9.22亿元。但这并不是该股的最

高记录，4月8日其两融余额曾

经达到过10.36亿元。 不过随后

在4月9日其发布签署大额订单

的利好公告后， 出现了近1.7亿

元的融资净偿还，随后融资呈现

出净偿还与小幅净买入交替的

状态。 而从4月15日开始，其融

资买入额跃增至1.64亿元，但偿

还额也高达2.17亿元，因此当日

仍然呈净偿还状态。 16日的净

买入额跃居所有两融标的股之

首，融资客再度开始关注该股。

消息面上，4月9日公司公告

称与晶澳太阳能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拟在分布式能源建设、

光伏组件、 背板采购方面展开全

方位合作。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

与晶澳太阳能全资子公司签署销

售合同， 销售约300万平方米光

伏背板材料，总价1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上海应

国家能源局要求，率先启动分布

式光伏项目申报，业内预计各地

政府将陆续启动申报。当前市场

题材仍然是主导，政策的引导或

许引发市场对该板块及个股的

关注， 并逢低建立融资头寸。

（张怡）

沪深300持续缩量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权重股普遍出现下跌，

受此拖累， 沪深

300

指数昨日下

跌

7.73

点至

2224.80

点， 跌幅为

0.35%

。 当前，伴随着市场的观

望与纠结情绪， 沪深

300

指数的

运行受制于

5

日均线， 量能持续

萎缩，弱势格局短期料将延续。

在所有沪深

300

成分股中，

昨日有

86

只个股上涨，

189

只个

股下跌，不过个股的涨跌幅均较

小，总体走势偏弱。 所有成分股

中并无涨停股，苏宁环球的涨幅

最大，仅为

6.15%

；宁波港和农

产品的涨幅也均超过了

5%

；跌

幅最大的是新和 成 ， 下跌

3.91%

。

指数贡献方面，昨日贵州茅

台、金地集团、歌尔声学对指数

的贡献度最高， 分别为

0.72%

、

0.48%

和

0.37%

； 相反， 中国平

安、浦发银行、格力电器和万科

A

对指数的拖累最大，指数贡献

度分别为

-1.21%

、

-0.71%

、

-

0.59%

和

-0.55%

。

沪深

300

指数是大盘蓝筹股

的代表，不过昨日各权重蓝筹股

普跌。 分析人士指出，周三发布

的一季度经济数据虽然低于全

年的目标值，但是又好于此前市

场的悲观预期。 受数据影响，市

场的稳增长预期有所回落，不过

考虑到二季度经济将逐步企稳，

故市场情绪当前比较纠结。在这

种背景下， 沪深

300

指数的走势

稳中偏弱， 预计短期调整将延

续，但空间或许有限。

期指遇寒流 三大空头同增“净空”

□宝城期货 邓萍 高芸

三大传统空头同时增加净空

单， 给市场继续上行带来了一定

阻力。 短期来看，期指面临一定回

调压力， 空头积极补仓以及多头

犹豫不决，或使期指再度下探。但

是，政策预期的长期存在，限制了

下降空间， 略好于预期的经济数

据或拉长期指底部震荡时间。

“定向降准”值得深思

基本面方面，在公布了喜忧

参半的一季度经济数据之后，周

三晚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要

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

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

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是

国务院首次公开提出对县域农

商行和农合行适当降准。国务院

常务会议也提出，当前经济增长

下行压力一直存在。此前市场上

早已有降准的呼声。

一直以来，央行对不同类型

的银行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

率。2012年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曾

在公开场合表示， 中小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存款准

备金率分别比大型金融机构低2

个、5.5个和6个百分点。 目前，大

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为20%。因

此， 定向降准的可执行度很高。

但是，到底降多少、怎么降还要

看央行的最终落实。此前针对县

域和合作银行的降准以前有过，

主要体现为支持“三农” 发展，

但总量不大。

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总量不

大，但在目前整体资金价格较低、

资金面尚属宽裕的情况下提出，

使人不得不产生还会实施进一步

宽松措施的联想。 4月初以来，银

行间市场资金价格持续下跌。 昨

日SHIBOR利率中4个中短期利

率均下降， 其中，2周利率降幅最

大，下降23.90个基点至2.7640%。

本周SHIBOR1周、2周利率先后

跌破3%，资金面持续宽裕。 可以

看出，资金面虽有“远虑” ，但无

“近忧” ，此时提出“定向降准”

带来的“宽松预期” 或将对期指

产生持续的“托底”效果。

持仓逼近历史高点

期指四合约昨日继续窄幅

震荡， 全天振幅均不超过25个

点。 由于IF1404合约将于今日

到期交割，IF1405合约昨日正式

成为主力合约， 全天下跌5.6个

点，收于2226.6点，走势略强于

现货沪深300指数。

基差方面，IF1404合约昨日

收盘升水4.2个点，较周三的0.47

个点有所放大， 已经连续6天保

持升水收盘。 同时，IF1405合约

昨日收盘亦升水1.8个点， 可以

看出，并非移仓换月因素导致当

月合约升水，期指市场整体氛围

并不偏空。

昨日股指期货四个合约的

总持仓为139142手， 逼近4月8

日创下的 139729手的历史高

点。周四期指的总持仓比上一交

易日增加了2497手， 是4月9日

以来的最高水平。总持仓持续位

于高位，显示市场多空双方分歧

依旧较为剧烈，主要是对于稳增

长政策是否实施的分歧，期指市

场短期仍存在一定的压力。

昨日期指前20主力在四个

合约上总计持有多单98439手，

持有空单115237手， 净空持仓

达到了16798手， 为3月10日以

来的最高水平。净空持仓的增加

给股指短期走势增添了压力。

空头力量短期占优

由于本周五是期指4月合约

的交割日，主力席位正在移仓换

月当中，但是多头的回补力度明

显弱于空头。

昨日中信期货在四个合约

上总计减少多单1458手，增加空

单545手，多空头寸分别为6652

手和23924手，多头持仓从前期

8000-9000手的水平， 降至6千

余手，而空头持仓却创下历史新

高，净空持仓也已经处于历史高

位水平。 虽然不排除套保的存

在，但是中信期货多单水平的减

少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该席位

对短期期指调整行情的认同。

昨日海通期货也是减多增

空， 净空持仓比上一交易日增加

1083手； 而国泰君安多空双方均

有所增仓，但空头增加力度略强，

其净空持仓较上日增加了527手。

三大传统空头同时增加净空单，

给市场继续上行带来了一定的阻

力，短期期指或将存在调整需求。

从短线席位来看，多空双方

的短线席位都较为积极。永安期

货、国投中谷昨日增加多单分别

为1751手和687手；而空头方面

增仓最为积极的是财富期货，大

幅增加空单1203手，市场分歧之

大可见一斑。

谨慎情绪升温 融资加仓家电板块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伴随一季度经济数据、短期政

策走向等预期逐渐明朗，场内资金

参与热情开始降温。4月17日，多只

家用电器股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显示两融资金谨慎情绪可能升温。

4月17日，沪深股市的融资融

券余额为4054.07亿元， 继续稳步

攀升。其中，融资余额为4022.88亿

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6.43亿

元。 融券余额为31.19亿元，较前一

个交易日小幅增加了1.11亿元。

融券方面， 统计显示，4月17

日沪深股市融券净卖出量居前的

证券分别为华夏上证50ETF、华

泰柏瑞沪深300ETF和工商银行，

当日融券净卖出量分别为371.46

万份、298.83万份和180.41万股。

融资方面，4月17日，沪深股

市融资净买入额居前的证券分别

为中天科技 、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和新疆城建， 当日的融

资净买入额分别为8736.63万元、

7324.76万元和7285.00万元。 值

得注意的是， 海信电器、 四川长

虹、 格力电器等多只家用电器股

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 分析人士

指出，近期市场波动较大，家用电

器股业绩稳健，估值相对较低，重

新进入资金的视野。 此外，2014

年传统家电厂商逐渐转型新商业

模式， 进军智能家居之势愈演愈

烈，“智能家居” 的题材将为家电

板块提供较大的想象空间。

蓝筹偿还潮起 指数阴晴难断

□本报记者 张怡

周三， 沪深股市在经济数据

靴子落地之后， 迎来权重蓝筹股

的弱反弹。不过，昨日发布的两融

数据却显示，周三交通运输、非银

金融、采掘、银行、建材蓝筹等行

业的融资净偿还力度较大。 分析

人士指出， 经济数据和近期国务

院会议决议均显示宽松政策的期

待难以兑现， 而定向降准消息又

使得市场资金对后续政策的预期

出现了分歧， 这使得当前观望和

谨慎情绪提升， 短期行情胶着走

势料将延续。

融资客借反弹偿还蓝筹

本周三， 一季度经济数据靴

子终于落地， 经济增速低于目标

值符合市场预期， 但又并不如市

场所想象的那么悲观。 在这种背

景下， 沪深两市在大盘蓝筹股引

领下出现弱反弹。 随后尽管又发

布了定向降准消息， 但从周四市

场走势来看， 大盘蓝筹板块的弱

势短期难以扭转。此次，融资客踏

准了市场节奏。

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4月16日交通运输、非银金融、医

药生物行业成为融资净偿还的大

户，净偿还额分别达到1.14亿元、

9288.43万元和7594.77万元。 同

时值得关注的是，采掘、银行、建

筑材料、 有色金属和国防军工行

业均呈现融资净偿还。

而就在4月15日， 融资客还

在大幅净买入包括金融、 地产在

内的诸多蓝筹板块。 数据显示，

15日，非银金融、银行和房地产

三个行业的净买入额高居榜首，

分别为4.87亿元、3.06亿元和2.80

亿元；此外，建筑装饰、化工、建筑

材料、 交通运输等行业均有超过

4000万元的融资净买入。

不过整体看来， 自4月11日

市场调整以来， 房地产、 建筑装

饰、建筑材料、银行、非银金融、化

工等蓝筹行业的净买入额仍然位

居榜单前列； 特别是房地产行业

的期间净买入额达到7.26亿元，

遥遥领先。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标的

ETF 方 面 ， 华 泰 柏 瑞 沪 深

300ETF的净买入额尽管在4月

15日为负值， 但4月16日变为

7324.76万元，买入额和净买入额

均出现了明显提升。

分析人士指出， 总体看来资

金对蓝筹板块的介入仍然较深，

资金对政策面出现观望和谨慎情

绪， 因此当前市场中权重蓝筹板

块的涨跌均十分温吞， 短线回调

幅度料有限。

预期差致震荡格局上演

政策预期的回落，使得指数

整体上行的预期减弱。 再加上

IPO重启之剑仍然悬在A股上

方，指数上攻动力已然不足。 此

时， 市场正在期待对政策维稳

力度的确认， 因此沪深两市呈

现出整体偏弱的胶着状态，个

股涨跌均较为温和， 观望和谨

慎情绪升温。

事实上， 此前融资客连续加

仓包括金融、地产、建材等在内的

权重板块， 主要在于市场较为强

烈的政策预期。平安证券坦言，二

季度其对于改革的推进、 经济转

型以及由此带来的股权资产的重

估是乐观的， 强调政策求稳背景

下政府隐性担保力度会加强，刚

性兑付难破，信用困局仍在；而本

次国务院会议则暗示了明确的宽

松政策的期待是难以兑现的，调

控存在多目标的约束困境。

不过经济数据靴子落地后，

市场对政策维稳的预期有所回

落。分析人士指出，若政策维稳力

度弱于预期， 再加上IPO重启对

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的冲击，以

及房地产市场和信用风险的潜在

影响， 均会引发短期市场的继续

弱势。

而昨日晚间发布的定向降准

消息， 使得市场出现了短暂的混

淆， 对政策力度的预期出现了分

歧。对此的解读有乐观积极，也有

平淡悲观。东吴证券认为，县域农

商行降准，全面降准也不远了。而

瑞银证券认为， 该政策并不是货

币政策转向的信号， 不应过分解

读此信息。

中信证券认为，经济数据与

目标偏差不大，降低了大规模刺

激政策出台的可能性，政策定向

宽松效果有限；二季度经济仍有

下行压力，小批多次存量政策推

动结构性宽松，但增量政策出台

的概率降低。 同时其认为，目前

基本面预期最差的时候还未到

来，后市依然较为谨慎；基本面

预期的弱平衡在二季度可能被

较弱的数据打破，并倒逼较强的

政策出手。

融资融券统计

期指净空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截止日余额(万元) 期间买入额(万元) 期间偿还额(万元) 期间净买入额(万元)

600522.SH

中天科技

92,220.75 14,349.53 5,612.90 8,736.63

510300.O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1,206,900.39 16,166.51 8,841.75 7,324.76

600545.SH

新疆城建

33,036.85 17,402.20 10,117.20 7,285.00

300052.SZ

中青宝

36,321.68 13,910.93 6,908.71 7,002.22

000063.SZ

中兴通讯

170,822.71 13,325.23 7,677.75 5,647.48

510050.OF

华夏上证

50ETF 1,309,073.51 20,160.75 15,003.81 5,156.94

601901.SH

方正证券

138,034.11 22,059.49 17,085.60 4,973.89

600352.SH

浙江龙盛

139,518.91 11,324.10 6,717.84 4,606.26

600016.SH

民生银行

498,406.54 7,409.09 3,186.56 4,222.54

000009.SZ

中国宝安

162,659.12 11,016.79 6,975.71 4,041.07

600425.SH

青松建化

11,870.75 6,776.15 2,789.47 3,986.68

600582.SH

天地科技

63,570.51 6,829.08 2,850.40 3,978.68

002138.SZ

顺络电子

44,219.40 5,606.87 1,680.87 3,926.00

000625.SZ

长安汽车

60,693.50 14,142.86 10,363.42 3,779.44

600570.SH

恒生电子

80,510.51 12,160.28 8,407.81 3,752.47

600060.SH

海信电器

76,016.37 12,133.40 8,409.08 3,724.32

600519.SH

贵州茅台

161,820.26 7,949.88 4,280.91 3,668.97

159919.OF

嘉实沪深

300ETF 160,203.84 3,999.71 495.28 3,504.43

600832.SH

东方明珠

133,280.81 8,208.54 4,868.82 3,339.72

000001.SZ

平安银行

246,914.38 8,499.33 5,591.02 2,908.32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截止日余量(万股) 期间卖出量(万股) 期间偿还量(万股) 期间净卖出量(万股)

510050.OF

华夏上证

50ETF 4,557.16 10,749.58 10,378.12 371.46

510300.O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9,403.71 9,550.13 9,251.30 298.83

601398.SH

工商银行

299.82 231.06 50.65 180.41

510180.OF

华安上证

180ETF 1,076.95 1,580.61 1,405.42 175.19

000100.SZ TCL

集团

367.38 256.67 83.97 172.70

601668.SH

中国建筑

324.39 192.59 80.65 111.94

600000.SH

浦发银行

585.14 776.82 701.35 75.47

600036.SH

招商银行

407.40 218.48 153.39 65.09

601166.SH

兴业银行

293.02 652.96 594.17 58.79

159901.OF

易方达深证

100ETF 10,851.60 4,010.33 3,953.21 57.12

000002.SZ

万科

A 493.33 675.99 630.78 45.21

601899.SH

紫金矿业

242.22 59.62 17.40 42.22

601088.SH

中国神华

179.69 59.32 20.04 39.28

600383.SH

金地集团

411.62 401.37 363.24 38.13

601939.SH

建设银行

197.74 49.15 18.45 30.70

600739.SH

辽宁成大

80.64 374.14 344.29 29.85

600015.SH

华夏银行

430.25 76.47 46.65 29.82

600019.SH

宝钢股份

273.15 54.78 29.70 25.08

159903.OF

南方深成

ETF 698.44 1,214.89 1,190.11 24.78

601117.SH

中国化学

77.70 122.48 98.06 24.42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融资余额

（亿元）

融券余量

（万股）

涨跌幅

（%）

市盈率

(PE,TTM)

综合评级

601318.SH

中国平安

100.07 119.66 -1.47 11.13

买入

-

600000.SH

浦发银行

76.29 585.14 -1.41 4.45

增持

+

601166.SH

兴业银行

61.23 293.02 -0.10 4.63

增持

+

600030.SH

中信证券

51.14 383.99 0.00 24.73

买入

-

600016.SH

民生银行

49.84 791.15 0.00 5.23

增持

+

600837.SH

海通证券

39.21 341.97 0.00 23.49

增持

+

600036.SH

招商银行

38.46 407.40 -0.20 4.92

增持

+

600256.SH

广汇能源

35.57 184.12 -1.07 52.47

增持

+

002024.SZ

苏宁云商

28.24 226.79 1.50 147.55

增持

-

000001.SZ

平安银行

24.69 98.41 -0.82 6.81

600739.SH

辽宁成大

23.89 80.64 -0.93 30.48

600804.SH

鹏博士

23.53 66.66 -0.49 49.07

增持

+

600048.SH

保利地产

21.35 294.04 -1.53 5.13

买入

-

300027.SZ

华谊兄弟

20.93 12.42 0.04 43.76

买入

-

600637.SH

百视通

20.33 31.32 -0.98 59.62

买入

000002.SZ

万科

A 20.30 493.33 -1.52 5.65

买入

601818.SH

光大银行

19.84 101.88 -0.79 4.39

中性

+

600100.SH

同方股份

19.11 49.79 0.43 15.60

601989.SH

中国重工

19.10 87.50 -0.63 32.19

买入

000503.SZ

海虹控股

19.01 45.56 -1.43 820.82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融资余额

（亿元）

融券余量

（万股）

涨跌幅

（%）

市盈率

(PE,TTM)

综合评级

600016.SH

民生银行

49.84 791.15 0.00 5.23

增持

+

600000.SH

浦发银行

76.29 585.14 -1.41 4.45

增持

+

000002.SZ

万科

A 20.30 493.33 -1.52 5.65

买入

600015.SH

华夏银行

9.45 430.25 -0.58 5.16

600383.SH

金地集团

17.51 411.62 3.33 10.89

买入

-

600036.SH

招商银行

38.46 407.40 -0.20 4.92

增持

+

600030.SH

中信证券

51.14 383.99 0.00 24.73

买入

-

000100.SZ TCL

集团

15.35 367.38 -0.77 10.48

买入

600028.SH

中国石化

9.92 366.12 -0.38 9.11

买入

600837.SH

海通证券

39.21 341.97 0.00 23.49

增持

+

601668.SH

中国建筑

17.11 324.39 -1.00 4.82

买入

601398.SH

工商银行

9.62 299.82 -0.57 4.66

增持

+

000776.SZ

广发证券

13.63 297.35 0.00 23.05

600048.SH

保利地产

21.35 294.04 -1.53 5.13

买入

-

000157.SZ

中联重科

8.55 293.80 -0.20 9.90

买入

601166.SH

兴业银行

61.23 293.02 -0.10 4.63

增持

+

600839.SH

四川长虹

18.96 281.12 -0.27 33.15

中性

+

600019.SH

宝钢股份

5.92 273.15 0.00 11.30

买入

-

601899.SH

紫金矿业

2.83 242.22 -0.44 23.02

中性

+

000651.SZ

格力电器

16.23 234.83 -1.91 8.31

买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