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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资融券的定义 

        融资融券交易(securities margin trading)又称“证券信用交易”或保证金交易，

是指投资者向具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提供担保物，借入资金买入证券
（融资交易）或借入证券并卖出（融券交易），在约定期限偿还所借资金或证券及
利息、费用的证券交易活动 

        2010年3月31日起正式开通融资融券交易系统，开始接受试点会员融资融券交
易申报 

投资者 

出借资金或证券 

提供担保物，还本
付息 



5 

融资融券能为投资者带来什么 

投资收益 

股市涨跌 



数据来源：wind资讯 

融资融券市场情况 

融资融券余额 



上交所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525只个股、28只ETF（截止到2018.07） 

深交所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425只个股、13只ETF（截止到2018.07） 

 

市场上共有94家证券公司提

供融资融券业务服务 

数据来源：沪深交易所 

数据来源：wind资讯 

融资融券市场情况 

融资融券标的 



融资融券开户条件 

自然人客户 机构客户 

一、年满十八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具有合法的证券投资资格； 

三、从事证券交易的时间符合监管制度的要求； 

四、普通资金账户内的现金和证券资产市值符合

监管制度的要求； 

五、开户资料规范，账户状态正常，交易结算资

金已纳入第三方存管； 

六、具有稳定、合法的收入来源，具备一定的证

券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 

七、个人信用记录良好，无重大违规、违约行为； 

八、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一、具有合法的证券投资资格； 

二、从事证券交易的时间符合监管制度的要求； 

三、普通资金账户内的现金和证券资产市值符合

监管制度的要求； 

四、开户资料规范，账户状态正常，交易结算资

金已纳入第三方存管； 

五、具有稳定、合法的收入来源，具备一定的证

券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 

六、企业信用记录良好，无重大违规、违约行为；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知识点 

• 预警线 

• 平仓线 

• 融资 

• 融券 

• 根据市场
行情调整 

• 一般不超
过6个月 

期限 利率 

维持担
保比例 

保证金
比例 



3、融资融券的风险 

杠杆交易的风险 

强制平仓的风险 

监管政策的风险 

其他风险 



4、融资融券的案例 

案例一、 

        某股民年初被隔壁老王的哈士奇咬伤，注射了几只长生生物生产的狂犬疫苗。
上网查询觉得这个公司不错，于是在今年3月份在自己的股票账户中融资买入了长
生生物（股票代码：002680），涨势喜人；便趁机在7月初又融资买入了该股票。
随后被爆出长生生物涉及狂犬疫苗造假，随后股票连续跌停，无法卖出。 

        该股民要面对以下问题： 

       1、融资买入的股票无法卖出，证券公司会怎么处置？ 



4、融资融券的案例 

案例二、 

某营业部一位老股民，跟随国内A股市场起起伏伏20年，投资经历颇丰，融资
融券交易做的也是如火如荼。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该股民2017年底因意
外去世，股票账户也作为其遗产由其家人处置。 

其中融资买入的一只股票因市场行情不好，连续跌破了预警线、平仓线，无法
处置，此时此刻出现了以下问题： 

1、该股票账户资产如何继承？ 

2、证券公司面对此种情况，如何保全自己本金不受损失？ 



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1 

2 

3 

股票
质押 

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定义 

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流程 

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案例 4 



1、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定义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简称“股票质押回购”）是指符合条件的资金融入方（简称
“融入方”）以所持有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质押，向符合条件的资金融出方（简称
“融出方”）融入资金，并约定在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质押的交易。 



2、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流程 

项目
申报 

项目
立项 

项目
尽调 

项目
审批 

项目
交易 

贷后
管理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负面清单 营业部 

研究所 

制度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业务操作流程指引》 

• 有些指标无法量化带入模型，无法穷尽所

有负面清单 

• 流通股折算率可参考模型估值。限售股要

一事一议。 

• 黑白名单 

• 基于对客户和当地上市公司的了

解和掌握 

负面清单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热点题材 

1、游戏 
2、P2P 
3、环保——神雾双雄 
4、互联网 
5、资本系 
6、东三省 
…… 

看不透的“不良” 题材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多地询价 

1、多地、多个渠道反馈企业融资需求。 
2、耳熟能详，市场“明星”——供销
大集。 
3、企业融资渠道极其有限。 

尽量不要从微信群里拉业务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控股股东质押率高 

连续高质押比例——风险极高 

1、一般券商有70%-80%的风控红线、
到期无人接棒。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
司输血。此比例不适用于无经营角色的
小股东。 
3、无股可补、无法应对股价下跌、极
易违约。 
     跌破预警线 3天内补仓 
     跌破平仓线 1天内补仓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客户不诚信 

隐蔽性强，融资人资料验证难度大 

1、财务报告应审计而未审计、临时审
计、审计速度过快。 
2、拒不提供某些关键资料。 
3、无法解释合理解释征信报告某些信
息。 
4、有被强制执行或者被执行的历史 
……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上市公司基本面差 

重点观察的指标 

1、盈利指标 
2、偿债指标 
3、现金流指标 
 
……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频繁并购 

上市公司频繁并购意味着什么？ 

1、一般商誉较高，资产质量差。 
2、被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有无法完成的
风险。 
3、商誉减值和补偿款无法及时到位的
双重风险。 
4、高溢价、高估值。 
5、靠并表增厚业绩，内生增长差，且
易受监管政策影响。 
6、长期停牌。 
7、一般现金补偿，融资人面临或有债
务。 
8、股份补偿，融资人面临股份回购、
注销风险。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业绩承诺股份质押 注销还是拍卖？ 

股东业绩承诺未达成，上市公司向法院
起诉股东，要求注销股份；证券公司向
法院起诉股东，要求还款。 
1、不同法院认识不同，不同案例可能
有不同的判决结果。 
2、拍卖股份可能流拍，只能现金追偿。 
3、接盘侠的股份仍负有业绩承诺，再
次面临注销可能，更加导致无人竞拍。 
4、证券公司胜诉案例——银江股份。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行政处罚、负面舆论 

1、从立案调查到行政处罚历时长。 
2、行政处罚不是终点。 
3、退市风险——雅百特 

雅百特2015年财务作假、虚增利润： 
2017年4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
通知书》，对雅百特予以立案调查。 

2017年12月15日，雅百特及相关责任
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8年7月3日，中国证监会稽查局

《关于通报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情况的
函》稽查局函。 

*ST百特面临退市风险。 

 

行政处罚、负面舆情的长尾效应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其他 

1、管理层频繁变动。 
2、控制权变更。 
3、恶性调表，艰难保壳。 
4、融资人民间借贷、互保、暗保严重，
隐蔽性强。 
5、…… 

无法穷尽的雷区 



2、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质量分析 

优质项目的共同特征 

B 

A 1、融资人资金面有一定弹性，还款来源有保障，有补仓意识和能力。 

 

 

2、上市公司有清晰的盈利来源，主营清晰稳定可看懂，负债率可控。 

 

 

3、股权无权利负担和或有负担。 

 

 

4、承揽方对项目把控能力强。 

C 

D 



4、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案例 

案例 
某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因业务发展，拟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融

资，部分交易要素如下： 

要素类别 要素信息 

融资人股东类型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融资人股份来源 IPO之前获得、上市后非公开发行获得 

标的股票性质 流通股，受减持承诺限制 

全市场质押率 7.96%（2018年3月9日） 

质押数量 25,000,000股 

标的质押率 40% 

融资规模 1亿元 

融资期限 12个月 

资金用途 下属子公司产能扩张 

还款来源 控股子公司股权分红及投资收益 

利息支付 6.7%，按季支付 

预警线 160% 

平仓线 140% 

项目交易后可能存在的问题： 

股票连续下跌，跌破预警线、平仓线，项目违约，融资人不购回，如何处置？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