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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融资余额前20股票市场表现

■ 两融看台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净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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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融初遇寒潮 32股现亿元净偿还

□本报记者 龙跃

在4月上旬突破4000亿元关

口后，两融余额并未一鼓作气继

续提升，反而在近期再度跌回“3

时代” ， 这种融资余额突破整数

关口又再度跌回的情况，在历史

上还从未出现过，反映出当前资

金十分谨慎的心态，以及市场增

量资金的瓶颈状态。 在做多资金

有限的背景下，个股融资偿还潮

难以避免，并可能成为后市重要

的潜在风险点。 统计显示，4月11

日以来，沪深股市有32只个股区

间融资净偿还额超过1亿元。

4000亿或成两融阶段平台

4月以来， 沪深股市融资融

券余额呈现出先扬后抑的走势。

统计显示，4月1日， 两融余额收

报3947.72亿元，在此后呈现出震

荡上行的势头， 并在4月10日历

史上第一次突破4000亿元整数

关口。 不过，4000亿元以上只维

持了13个交易日，4月29日两融

余额再度回落至“3时代” ，至5

月7日再也未能成功冲关。

作为显著的整数关口， 两融

余额在4000亿元位置的反复争夺

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 因为从历

史走势看， 此前两融余额对1000

亿元、2000亿元、3000亿元整数

关口的突破都比较凌厉， 突破之

后甚至都未出现过回跌确认的情

况。显然，本次两融规模冲关4000

亿元过程中的犹豫走势一定事出

有因。 分析人士认为，从权重角度

看， 融资规模决定着两融余额的

整体走势， 而以下两个原因导致

融资阶段提升的难度加大：

一方面， 融资规模增长或进

入阶段平台期。 作为添加了杠杆

因素的金融衍生产品， 股票融资

的推出极大满足了激进型投资者

的需求， 这使得参与融资的投资

者一度络绎不绝。可以说，强烈融

资需求的持续集中释放， 是导致

近年两融余额不管市场强弱均保

持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是随

着融资需求集中释放期的结束，

有融资意愿的投资者都已经入场

了， 融资规模增长势必开始进入

一个增长相对缓慢的平台期。 此

外，在具体投资品种方面，两融标

的近两年持续扩军， 客观上也起

到了刺激融资规模增长的作用；

而随着标的数量增加至700余

只，标的“总池子” 的扩张不再显

著， 客观上也成为融资进入平台

期的外在原因。

另一方面， 做多意愿进入阶

段低点。 从2013年以来的行情

看，尽管整体市场相对低迷，但从

消费股到成长股， 再到大盘蓝筹

股，结构性机会层出不穷，客观上

给融资活跃营造了有利氛围。 但

是4月下旬以来， 整体市场环境

进一步严峻， 而结构性机会也完

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动， 市场做多

机会逐渐匮乏， 客观上抑制了融

资规模的增长。

个股融资偿还压力逐渐显现

从以上分析看，4000亿元很

可能成为两融规模的阶段平台，

短期融资引领两融余额大幅向上

突破的能力预计有限。 对于二级

市场来说， 融资遇到瓶颈会对部

分个股走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毕竟， 作为当前市场重要的增量

资金来源， 融资滞涨在某种程度

上意味着很多个股的支撑力度将

进一步弱化， 同时存量融资调仓

也可能带来个股股价的剧烈波

动。如果从数据看，上述负面影响

将主要体现为部分标的股融资偿

还压力的增加。

从数据统计看， 融资偿还的

压力已经开始逐渐明显。 据

WIND数据， 今年4月11日以来，

沪深股市共有32只个股出现了1

亿元以上的区间融资净偿还，承

受了较大阶段卖出压力。其中，金

地集团、中国平安、鹏博士和苏宁

云商期间融资净偿还力度最大，

分别达到6.22亿元、4.21亿元、4.4

亿元和3.59亿元。 巨量融资偿还

给股价带来较大冲击。统计显示，

4月11日以来， 除金地集团因为

事件性因素明显上涨外，其余31

只融资偿还过亿元的股票均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下跌，32只个股的

区间平均跌幅为10.22%，而全部

两融标的股的区间平均跌幅仅为

6.79%，同洲电子、新安股份的跌

幅甚至超过了20%。

展望后市，分析人士指出，在

市场短期调整压力仍然较大的背

景下，融资平台期的出现，有可能

意味着后市会有更多个股承受严

峻的融资偿还压力。因此，对于那

些融资余额占市值比例较高、业

绩增长不确定、 估值压力又较为

显著的两融标的股， 投资者应该

保持多一份谨慎。

华远地产走出“一阳指”

昨日，受北京地产政策传闻

的刺激，北京地产股普涨，其中，

华远地产结束了近一个月的下

跌颓势， 在上午9:50附近即封

住涨停板，报收3.15元。

据悉，石家庄市政府6日出

台 《关于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实施意见》； 还有传闻

称，北京已经下发文件表示五环

内不再出让商业用地，这是京津

冀一体化战略重构北京城市功

能的重大动作之一。分析人士认

为，在相关区域有土地储备的企

业受益最大。尽管传闻的真实性

尚难确定，但北京地产股和京津

冀一体化概念股均应声上涨。

恰逢华远地产昨日发布了

一则购地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

公司于5月6日通过挂牌出让的

方式获取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

门 0302-010-1、0302-009 地

块F3其它类多功能用地、S3社

会停车场库用地”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宗地竞买成交价为

10.80亿元。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22714� 平方米，全部为商业及

综合业态。

此外，近期，关于各地方出

台房地产行业救市政策的传闻

频出，相继有南宁、杭州、无锡等

地被传出限购政策“松绑” ，近

日又有媒体表示，北京农商行给

出首套房贷利率九折的优惠，且

多家银行的放款时间加快，有市

场人士表示这可能也是政策

“松动” 的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地产行

业整体面临建设和销售增速下

滑的情景，且华远地产一季度净

利润下滑超过56%，短期的政策

传闻虽然助推了公司股价的脉

冲， 但尚难支撑其形成上行趋

势，建议投资者逢高了结融资头

寸。 (张怡)

地产股短线净偿还 两融余额升势中断

□本报记者 张怡

5月7日，融资融券余额的升

势再次被中断， 下降2.56亿元至

3990.28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为

3961.74亿元，环比下降了2.53亿

元；融券余额为28.54亿元，环比

微降0.02亿元。 其中地产行业净

偿还额居前， 两融多空双方的博

弈仍然激烈。

5月7日，28个申万一级行业

的净买入额正负各半，不过偿还

的力度更大。 净买入额居前的行

业有钢铁、电子、传媒、机械设

备，分别为8163.68万元、7656.78

万元、6549.39万元和5669.58万

元。 相反，房地产、非银金融、医

药生物和化工行业的净买入额

居末， 分别达到了-2.23亿元、

-1.41 亿 元 、6684.50 万 元 和

5907.95万元。

个股方面融资情况也较为平

淡，净买入和净偿还力度最大的个

股金额均未超过亿元。 其中，包钢

股份、招商银行、全柴动力、保利地

产和欧菲光的净买入额居前，均超

过了4000万元；中国平安、金地集

团、金融街的净偿还额最大，均超

过了5000万元， 可见针对热门股

短线资金选择落袋为安。

标的ETF的两融情况出现分

歧。 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在经过本周前两个交易日的净买

入后，5月7日净偿还了1693.51万

元； 华夏沪深300ETF的净偿还

额高达1.64亿元； 而华夏上证

50ETF则仍保持强势买入状态，

净买入额达到1.12亿元。 由此可

见， 当前多空双方的分歧依然较

大，后市震荡博弈仍在所难免。

金融街高位震荡

整体市场阴阳相间的震荡

走势，令不少个股的股价波动幅

度加大。 本周四，前一个交易日

强势涨停的金融街下跌超过

6%， 在当日两融标的股中处于

跌幅第一位。

周三的强势格局并未能延

续，金融街昨日以6.29元明显低

开， 并在开盘后即出现快速跳

水，盘中最低下探至5.81元跌停

价，此后虽然股价出现一定温和

反弹，但尾市仍然以6.04元较低

位置报收 ， 收 盘跌 幅高达

6.36%。 从成交看，昨日该股全

天成交8.47亿元，虽然量能较前

一交易日明显萎缩，但仍保持在

阶段天量区域，显示市场对该股

分歧较大。

分析人士指出，金融街近期

明显异动的原因有二： 其一，由

于担心保险资金通过举牌争夺

上市公司控制权，金融街大股东

近期持续增持股份，刺激股价明

显上涨；其二，在经过持续上涨

后获利回吐压力增加，加之近日

市场预期公司可能受深圳光耀

地产危机传闻影响，导致股价回

调压力加大。

展望后市， 分析人士指出，

大股东增持历来是股价短期非

常强劲的催化剂，金融街股价保

持阶段强势格局的可能性仍然

很大，建议继续保留该股融资仓

位。（龙跃）

沪深300盘中波动加剧

□本报记者 龙跃

尽管收盘变动幅度不大，但

沪深

300

指数本周四盘中波动却

明显加剧。分析人士指出，经过持

续多日的窄幅震荡整理后， 盘中

波动加大有可能意味着现指选择

短期突破方向的时点临近。

沪 深

300

指 数 本 周 四 以

2132.04

点小幅低开，全天呈现冲

高回落格局， 波动幅度较此前几

个交易日明显加大， 指数盘中最

低下探

2128.32

点， 最高上探

2168.21

点， 尾市以

2135.50

点报

收， 小幅下跌

1.82

点， 涨幅为

0.09%

。 从成交看，沪深

300

昨日

全天成交

407.30

亿元，继续在

420

亿元以下的地量区间运行。

在个股方面，浦发银行、上汽

集团、 中国联通和招商银行昨日

对现指支撑力度最大， 其指数贡

献度分别达到

1.70%

、

1.30%

、

0.84%

和

0.84%

。 与之相比，金融

街、长安汽车、东华软件和民生银

行昨日对沪深

300

指数形成明显

拖累， 其当日指数贡献度分别

为

-1.65%

、

-1.42%

、

-1.22%

和

-

1.15%

。

期指方面， 股指期货四大合

约昨日全部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跌，且跌幅均大于现指。 其中，主

力合约

IF1405

昨日下跌

0.10%

。从

日内交易看，多头资金上涨加仓、

下跌减仓的迹象明显， 仍然处于

市场主导地位。

分析人士指出， 考虑到领涨

品种缺失、业绩下行压力加大、流

动性季节收缩等因素， 短期沪深

300

指数难改弱势格局，昨日盘中

波动加剧应该引起投资者警惕。

山煤国际现底部首个涨停板

在整体市场弱势下行的背

景下，周期性极强的煤炭股一直

跌跌不休，最近该板块几乎跌回

至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不过，与水泥供给收缩提振股价

的逻辑一样，近来有消息称山西

多市出台政策提振煤市，煤炭股

集体应声而起，山煤国际更是收

出底部首个涨停板。

昨日，山煤国际小幅低开后

窄幅震荡，直到尾市出现利好传

闻， 该股才直接封死涨停板，报

收3.81元，这也是山煤国际近两

年来的首个涨停板。

应该说，昨日山煤国际的放

量涨停，更多是出于游资短炒的

性质，而山西出台煤市救市传闻

给其提供了一个弹升的导火索。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山西省煤炭

厅公布的信息显示， 目前长治、

晋城、晋中等多地政府已陆续出

台各项政策，减压煤企，试图扭

转局面。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多次

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落实煤炭20条。

分析人士表示，山西出台政

策提振煤市的举措，除了在一定

程度上会对煤价构成托底外，还

给意欲短炒的活跃资金提供了

炒作的由头。 短期来看，该救市

举措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其最终

效果还有待观察，投资者可轻仓

逢低建立一定的融资买入仓位。

(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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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50.OF

华夏上证

50ETF 1,314,709.06 24,528.02 13,349.98 11,178.03

600010.SH

包钢股份

110,593.97 11,480.51 3,111.44 8,369.06

600036.SH

招商银行

402,392.94 9,957.70 4,222.14 5,735.56

600218.SH

全柴动力

22,018.07 6,595.90 2,184.63 4,411.27

600048.SH

保利地产

223,180.06 7,086.66 2,825.37 4,261.29

002456.SZ

欧菲光

66,468.98 9,921.52 5,812.84 4,108.68

600827.SH

友谊股份

107,225.25 11,262.02 7,784.38 3,477.64

600802.SH

福建水泥

27,009.81 12,072.34 9,127.31 2,945.03

600050.SH

中国联通

134,672.35 5,931.35 2,986.71 2,944.64

600037.SH

歌华有线

66,927.62 8,245.49 5,466.77 2,778.73

600570.SH

恒生电子

94,038.89 6,979.11 4,454.89 2,524.22

600206.SH

有研新材

54,327.41 4,249.67 1,732.80 2,516.87

600887.SH

伊利股份

119,716.66 7,304.33 4,800.45 2,503.88

300052.SZ

中青宝

46,422.73 6,707.15 4,281.09 2,426.05

002594.SZ

比亚迪

80,204.33 4,164.95 1,853.16 2,311.79

601117.SH

中国化学

97,467.30 4,582.18 2,320.36 2,261.82

159901.OF

易方达深证

100ETF

88,261.70 2,537.76 494.92 2,042.84

600633.SH

浙报传媒

50,410.35 8,439.00 6,403.02 2,035.97

600495.SH

晋西车轴

26,940.98 4,739.92 2,721.82 2,018.10

000400.SZ

许继电气

66,231.62 4,276.06 2,433.90 1,8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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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01.OF

易方达深证

100ETF 10,348.18 6,092.28 3,602.98 2,489.30

510300.O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8,478.27 15,954.55 15,341.06 613.49

601618.SH

中国中冶

321.23 179.02 32.82 146.20

600837.SH

海通证券

338.54 340.20 269.89 70.32

600028.SH

中国石化

219.32 79.84 15.92 63.92

510330.OF

华夏沪深

300ETF 249.28 48.27 0.91 47.36

601166.SH

兴业银行

441.56 385.57 347.77 37.80

000100.SZ TCL

集团

140.01 397.50 359.72 37.78

601668.SH

中国建筑

350.86 182.86 145.51 37.35

601288.SH

农业银行

113.30 686.94 654.22 32.72

000402.SZ

金融街

207.32 152.52 124.29 28.23

600019.SH

宝钢股份

170.19 114.36 86.40 27.96

600031.SH

三一重工

244.86 31.69 5.34 26.35

002024.SZ

苏宁云商

179.18 285.94 262.52 23.42

601669.SH

中国电建

65.13 71.75 49.42 22.33

601088.SH

中国神华

122.11 45.09 23.28 21.81

601398.SH

工商银行

157.19 173.92 152.94 20.98

601988.SH

中国银行

103.04 143.77 123.03 20.74

601901.SH

方正证券

83.92 281.10 260.39 20.71

000768.SZ

中航飞机

105.73 81.76 61.23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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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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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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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TM)

综合评级

601318.SH

中国平安

92.52 138.94 -0.03 9.87

买入

-

600000.SH

浦发银行

77.15 584.56 0.93 4.26

增持

+

601166.SH

兴业银行

57.84 441.56 0.20 4.30

增持

+

600030.SH

中信证券

49.82 311.77 0.44 22.63

买入

-

600016.SH

民生银行

47.81 938.97 -0.39 4.95

增持

+

600036.SH

招商银行

40.24 365.08 0.30 4.65

买入

-

600837.SH

海通证券

37.57 338.54 0.43 23.69

增持

+

600256.SH

广汇能源

34.02 122.35 0.30 32.49

增持

+

002024.SZ

苏宁云商

24.98 179.18 0.81 -83.08

增持

-

600739.SH

辽宁成大

23.18 94.08 0.97 22.93

买入

000001.SZ

平安银行

23.10 104.27 0.74 6.23

增持

+

600048.SH

保利地产

22.32 273.04 0.00 4.74

买入

-

600637.SH

百视通

21.83 20.78 1.53 51.81

买入

-

601818.SH

光大银行

20.46 280.03 0.00 4.21

中性

600804.SH

鹏博士

19.76 69.45 -1.47 43.75

增持

+

000002.SZ

万科

A 19.60 683.36 -1.47 5.39

买入

-

300027.SZ

华谊兄弟

19.32 11.31 0.00 29.75

买入

-

600518.SH

康美药业

19.23 107.34 1.27 18.39

增持

+

601989.SH

中国重工

18.56 87.48 0.00 27.51

买入

-

600839.SH

四川长虹

18.47 220.73 0.97 38.65

增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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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16.SH

民生银行

938.97 47.81 -0.39 4.95

增持

+

000002.SZ

万科

A 683.36 19.60 -1.47 5.39

买入

-

600000.SH

浦发银行

584.56 77.15 0.93 4.26

增持

+

601166.SH

兴业银行

441.56 57.84 0.20 4.30

增持

+

600036.SH

招商银行

365.08 40.24 0.30 4.65

买入

-

601668.SH

中国建筑

350.86 16.69 0.00 4.11

买入

600837.SH

海通证券

338.54 37.57 0.43 23.69

增持

+

600015.SH

华夏银行

332.44 9.87 -0.36 4.54

增持

601618.SH

中国中冶

321.23 2.51 0.61 10.40

中性

600383.SH

金地集团

312.42 10.22 -1.15 10.00

增持

600030.SH

中信证券

311.77 49.82 0.44 22.63

买入

-

000157.SZ

中联重科

306.28 8.28 0.45 9.54

增持

+

000776.SZ

广发证券

283.15 13.46 0.88 20.73

增持

+

601818.SH

光大银行

280.03 20.46 0.00 4.21

中性

600048.SH

保利地产

273.04 22.32 0.00 4.74

买入

-

600886.SH

国投电力

256.33 8.83 -0.42 8.75

买入

000651.SZ

格力电器

255.26 16.66 -0.17 7.45

买入

600031.SH

三一重工

244.86 4.79 0.19 18.39

增持

600585.SH

海螺水泥

236.29 14.16 -0.06 8.09

买入

-

600011.SH

华能国际

223.71 3.07 -0.56 6.47

买入

-

融资融券配表

股指期货配图

反弹显乏力 期指料延续震荡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股指期货昨日走出了冲高

回落的行情。四个主力合约全部

收绿， 主力合约IF1405全天下

跌0.1%，报收于2137.4点。 分析

人士指出，在宏观经济表现平平

的情况下，技术面的支撑和政策

面的乏力共同构筑了当前期指

的弱平衡格局，后市期指延续震

荡的概率较大，后续公布的经济

数据可能成为左右期指进行方

向性选择的重要因素。

冲高回落难上5日均线

昨日， 股指期货走出了冲

高回落的过山车行情， 四合约

均以绿盘收场 。 主力合约

IF1405以2135点小幅低开，窄

幅震荡之后步入上升通道，临

近午盘时快速冲高， 旋即开始

回落，午盘延续震荡下行，最终

报收于 2137.4点， 全天下跌

0.1%，盘中最高上涨至2174点，

最低下探至2131.8点，期指依旧

位于5日均线下方。 IF1406、

IF1409和IF1412合约分别下跌

0.18%、0.1%和0.22%。 现货市

场上，沪深300指数同样走出冲

高回落的行情， 报收于2135.5

点，全天微跌0.09%。基差方面，

IF1405合约由上个交易日的贴

水1.32个点转为升水1.9个点，

下月、 下季和隔季合约仍维持

贴水态势。

持仓量方面，期指总持仓减

少582手至14.4万手， 连续三天

维持在14万手以上的高位，可

见多空双方博弈较为积极。持仓

结构方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公布的数据显示， 前20席位的

多仓共减少980手，空仓共增加

1633手，变化幅度不大。 其中，

主力合约IF1405持仓量中，多

方减持2498手， 空方减持690

手，具体席位操作幅度都较小。

分析人士认为， 昨日期指

早盘冲高主要受到消息面的刺

激。 一方面，昨天上午海关总署

公布的4月进出口数据显示，我

国4月份进出口总值3586.27亿

美元，同比增长0.8%。 其中，出

口1885.41亿美元， 同比增长

0.9%； 进口1700.86亿美元，同

比增长0.8%； 贸易顺差扩大至

184.55亿美元。 该数据略好于

市场预期， 显示进出口有企稳

迹象； 另一方面， 房地产市场

上， 北京农商行首套个人房贷

利率有九折优惠， 且多地传闻

楼市有松绑迹象， 这一消息刺

激了房地产和银行板块， 并带

动沪深300指数上涨。 对此，银

河期货分析师赵婉西指出，外

贸数据虽有企稳迹象， 但难改

整体经济弱势局面； 银行房贷

优惠更多出于其自身的经营需

要， 楼市松绑的传闻即便属实

也只是部分二三线地市的举

动，整体来看，改革仍是主线，

楼市调控政策未见实质性改

变， 这正是沪深股市未能延续

升势，冲高回落的主因。

此外， 从高持仓量的情况

可以看出， 当前多空双方的博

弈较为积极， 还未出现明显的

强弱之分。 过山车行情也表明

推动市场上涨的动力没有明显

优势， 趋势性走势必然遇到顽

强阻力。

期指或维持弱平衡

虽然从持仓量来看，目

前 多 空 双 方 相 对 积 极 ， 但

是 经 济 面 和 政 策 面 乏 力 ，

股指期货市场料维持弱平

衡格局 。

首先， 经济面上，4月PMI

虽有小幅反弹， 但市场解读不

一，并未形成一致判断。 总体而

言， 相对平稳的经济表现未能

提振市场情绪， 甚至使投资者

在一定程度上担忧中期的经济

表现。

其次， 政策面上，“托而不

举” 是市场对微刺激政策的主

要预期。但是，本周二央行公布

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称， 货币政策将

“保持定力，主动作为” ，还指

出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动

以及金融创新对银行体系流动

性的影响， 灵活运用公开市场

操作、存款准备金等工具” ，这

些表态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将

向偏宽松转变。 不过考虑到货

币政策尚未出台， 后市的不确

定性因素仍大， 资金也不敢盲

目参与。

此外，市场供给方面，新股

重启一度是期指市场的主要压

制因素，但始于4月11日的阴跌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利

空，期指在走势上形成了支撑，

下方空间料不大， 技术上短期

多空双方继续围绕5日均线胶

着的概率较大。

总体而言， 利空因素已在

一定程度上被消化， 期指后市

能否做出方向性选择， 主要还

是依赖政策取向。 而政策需要

回归经济基本面，其取向如何，

宏观经济数据将是判断的重要

指标。 因此，后市公布主要经济

数据的时间或是市场做出方向

性选择的节点。

■ 责编：徐伟平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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