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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票 

1.1 股票数据浏览器 

1.1.1 数据浏览器概述 

1.1.1.1 数据浏览器简介 

数据浏览器是用于制作股票、债券、基金等交易品种的个性化数据报表，并可

支持对相应数据的统计、排序、筛选等操作的专业数据工具。 

根据面向的交易品种的不同，可分为股票、权证数据浏览器，基金数据浏览器，

债券数据浏览器。可通过相应品种模块进入。 

数据浏览器支持对相应品种、指标、参数等任意设定、自由提取。 

1.1.1.2 数据浏览器界面 

数据浏览器界面由三块主体区域以及一组功能按钮组成。 

 
用户可在系统板块或用户自定义板块的范围内，针对总计 3000 余项系统提供

的指标或自定义指标进行参数设置，制作出符合条件的数据报表。 

用户可将自定义的系列指标及相应的参数设置保存到“我的模板”中，对于设

置完成相应的筛选结果可以保存为自定义板块；筛选条件可保存到“我的方案”中，

便于重复调用。 

由于不同品种数据浏览器的操作方法类似，下面以股票数据浏览器为例进行相

应介绍。 

1.1.1.3 指标查找与指标帮助 

系统支持依据指标的汉语拼音及首字母对所有指标进行检索。 



 

5 
 

 
 

1.1.2 如何使用数据浏览器 

1.1.2.1 基本步骤 

使用数据浏览器可概括为四个基本步骤：具体操作详见下图。 

第一步：设置待选范围； 

第二步：选择指标； 

第三步：设置指标参数； 

第四步：提取数据 

 

以下详细说明 

第一步：设置待选范围——通过选择板块的方式设置待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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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指标 

 
 

 

 

 

第三步：设置指标参数——确定所选指标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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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提取数据——点击“提取数据”按钮，获得相应数据报表 

 
 

1.1.2.2 功能按钮说明 

为了更加灵活地提取数据报表，系统还支持更多的操作功能，主要通过功能按钮或

鼠标右键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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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的解释有助于进行可选操作： 

数据浏览器功能按钮： 

获取数据 

创建、修改自定义的指标 

将数据提取结果输出到EXCEL中 

修改当前数据表的指标参数 

隐藏每列指标的参数显示 

建立新的Sheet页面 

添加指标时使用系统默认的参数 

将当前指标模板保存到“我的模板”中 

对数据进行统计运算 

删除选中的指标列 

1.1.2.3 可选操作 

数据浏览器除支持基本操作外，还支持以下操作。 

1. 将数据提取结果输出到EXCEL 中；选择保存的路径后，

自动导出到EXCEL。 

 

2.  创建、修改自定义的指标，详细用法见下文的“指标管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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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指标管理”新建，修改自定义指标。自定义指标统一存放在“我的指标”中，

可在“数据浏览器”、“条件选股”、“基金筛选”等模块中调用 

 
 

3. 修改当前数据表的指标参数；支持指标排列次序及指标内部参数的

调整。 

点击“修改参数”按钮后，弹出“参数编辑器”，可对指标数量、指标显示位

置次序、指标的详细参数等进行修改。左侧白框内为当前指标模板的所有指标，可

通过左侧下方的按钮对选中的指标次序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删除不需要的指标。右

侧为单独选中指标的参数值。可直接进行修改。每个指标的参数修改完成后，点击

“应用”，该指标的参数会保留。可以继续修改其他指标的参数。上述操作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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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数据报表会重新进行计算。 

4.4. 隐藏标题参数 

点击隐藏标题参数 

 
 

点击显示标题参数 

 
 

5.  

添加指标时使用系统默认的参数，不需要每次都添加指标都要设置参数；如果

需要进一步调整参数，可使用 进行方便的修改。 

默认参数通常是多数用户经常使用的参数设置。在添加指标时“使用默认参数”

可以快速添加指标。如果需要修改参数，可通过“修改参数”功能进一步调整，这

样在处理大量指标时，效率很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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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11种统计方法 

 
 

勾选相应的统计方法，会在原有数据表格的下方呈现该方法的统计结果。 

 
 

1.1.2.4 指标管理 

支持用户在系统提供的 3000 多项指标基础上创建自定义指标。点击“指标管

理”按钮，弹出指标管理的窗口。 

 
点击“新建指标”按钮，开始创建指标。 



 

12 
 

 
创建自定义指标分为 5 个步骤： 

第一步、填写指标基本信息 

第二步、构建指标表达式 

第三步、定义指标参数 

第四步、语法检查 

第五步、保存指标 

 

1.1.2.4.1 如何创建自定义指标 

第一步，填写指标的基本信息： 

根据需要，填写“指标名称”，为了日后使用方便，还可以填写详细的指标说明； 

 
 

第二步，填写指标的表达式 

自定义指标是在系统提供的指标基础上运算而来。 

根据系统提供的 3000 余项指标，使用相应的运算，就可构建出自定义指标的表

达式。自定义指标支持常规的数学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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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定义参数 

自定义指标由系统提供的指标构成，而系统指标中会涉及到相应的指标参数。合

理地设置自定义指标的参数是准确表述是自定义指标的关键。 

自定义指标参数的实质是给出自定义指标所引用的系统参数的匹配规则。清晰地

定义了参数匹配规则，才能有效地使用自定义的指标。 

点击“ ”按钮，进入定义参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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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参数的功能框中会出现列 6 拦列内容，表示如下意思： 

序号  自定义函数里涉及的参数的序号（依据指标表达式中使用的指标所包含的参

数次序） 

原指标参数 自定义指标所引用的系统指标的参数 

参数处理方法每个引用的系统指标的参数有三种方法，可通过下拉框选择： 

设置为新指标参数 

——（原系统参数作为自定义指标的参数，单独存在） 

合并为新指标参数 

——（原系统参数与自定义指标的参数合并，不单独存在） 

设置为常量 

——（原系统参数被设置为常数。特别注意当常量值为日期类型时的设置

规则）。 

新指标参数名称 当参数处理方法被选为“设置为新指标参数”后，可在“新指标参

数名称”内修改新指标参数的名称。自定义指标的参数名称，可根

据需要重新命名，便于使用。当参数名重复的情况下更改原有参数

的名称很有必要。如果指标名称不会造成歧义，也可不必修改。 

合并至新指标参数 当参数处理方法被选为“合并为新指标参数”后，“合并至新指

标参数”会提供相应的选择。点击下拉框，可选择与该参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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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已经设置的新指标参数（前提是必须有同一类型的参数已

经被设置为新指标参数了）。选中已经设置的新指标参数后，当

前指标参数将不需要单独设置，而是与选择的新指标参数相同。 

常量值 当参数处理方法被选为“设置为常量”后，需要在“常量值”中 

根据参数类型的不同进行操作。 

1、日期类型：格式为“yyyy-mm-dd”，其中yyyy 代表年，mm 代表月，dd 代

表日。 

2、报告期类型：格式为“yyyy.n”，其中yyyy 代表年，n 代表报告期，n 的

范围为{1、2、3、4}；n=1 代表一季报，n=2 代表中报，n=3 代表三季报，

n=4 代表报。 

3、年度类型：格式为“yyyy”，yyyy 代表年。 

4、其他类型：直接从列表框中选择。 

 

通过对“参数处理方法”、“新指标参数名称”、“合并至新指标参数”、“常量

值”等栏目进行设置来完成“定义参数”操作。 

 
快速定义参数的方法： 

除对每个参数进行定义之外，还可使用“参数自动合并”功能，快速完成指标

参数的定义。 

点击“定义参数”界面左上角的“”系统会根据自定义指标所引用的系统指标，

判断最优参数设置情况。自动将需要设置的同类参数中进行自动合并，迅速完成指

标参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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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使用“参数自动合并”的功能会迅速地完成参数设置，但是可能合并的结

果并不是所需要的。但在参数自动合并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也可以提高效率。 

第四步，语法检查 

完成表达式构建及参数设置后，为确保自定义指标语法的准确，还需要进行语

法检查。如果指标的语法存在问题，会有相应的提示内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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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保存指标与删除指标 

新建指标或者修改指标完成后，需执行“保存指标”的操作才能保存结果，新

建的指标会添加到“自定义指标”的列表中；如果没有保存指标而直接关闭窗口，

或点击“退出”后选择不保存所做修改的话，所有操作将不会保存。自定义的指标

可通过“删除指标”的按钮，进行删除。删除后的指标不能恢复，请慎重使用此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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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2 如何使用自定义指标 

自定义指标的使用方法与系统指标完全一致。可以运用到条件选股操作及数据浏览

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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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票专题报表 

1.2.1 市场表现 

1.2.1.1 新股市场表现 

报表说明  

本表展示了新股上市首日的表现，跟踪统计在上市后一段时间内的综合表现，并根

据行业分类进行进一步的数据统计。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新股上市首日和阶段行情明细值，以及该股票

发行上市的相关重要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PE市盈率：  

基于上年度财务数据，上市首日收盘价，发行后股本计算的市盈率指标。  

PB市净率：  

基于上年度财务数据，上市首日收盘价，发行后股本计算的市净率指标。  

开盘涨跌幅：  

新股上市首日开盘价相对发行价的涨跌幅。  

发行市盈率（摊薄）：  

基于上年度财务数据，新股发行价，发行后股本计算的市盈率指标。  

 

1.2.1.2 新股定价预测  

报表说明  

本表统计了新股上市前，研究机构对于该股票的估值定价，并与上市后的实际行情

对比展示，可作为投资新股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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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展示各家机构对于新股的预测数据，预测摘要字段可点击查看

机构预测原文的摘要信息；  

下方为统计表，对明细表中数据进行了综合计算并对比展示上市首日的行情数

据。  

 
重要指标说明  

预测定价上/下限：  

研究机构在报告中给出的新股估值区间的上下限，对于只有一个目标价字段的，

同时计入上限/下限。  

实际价格：  

新股上市首日实际处于的价格区间，即最低价，最高价。  

研究员：  

预测数据来源报告的作者。  

预测定价综合值：  

各家机构对该股定价预测的算术平均值。  

1.2.1.3 A/H 股价格对比  

报表说明  

显示当前市场A股和H股的价格比，并可查看单只股票A/H比价的历史数据，保留最近

2年的市场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截面数据，展示所选日期市场中所有A+H的股票在当天的股价和比值；  

下方为历史明细，显示在上表中所选股票3个月来的股价比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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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H股交易日期：  

当A股有交易，而H股无交易时，选取H股最近一个交易日数据，与所选截止日期A股

数据对比；当H股有交易而A股无交易时，则选取A股最近一个交易日数据与H股同日

数据对比。  

H股价格（CNY）：  

=H股的当日收盘价*当日汇率（中间价）。  

A股溢价率：  

=（A股价格/H股价格（CNY）-1）*100%。  

 

1.2.1.4 A/B 股价格对比  

报表说明  

显示当前市场A股和B股的价格比，并可查看单只股票A/B比价的历史数据，保留最近

2年的市场数据；因为沪深B股货币单位不同，用户可根据市场选择所要提取的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截面数据，展示所选日期市场中所有A+B的股票在当天的股价和比值；  

下方为历史明细，显示在上表中所选股票3个月来的股价比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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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B股价格（CNY）：  

=B股的当日收盘价*当日汇率（中间价）。  

B股折价率：  

=（1- B股价格（CNY）/A股价格）*100%。  

1.2.1.5 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试算  

报表说明  

上交所深交所均推出了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规则，本报表可根据规则测算出可能加

入或剔除出标的股票范围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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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融券资格：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融券资格为“是”否则为“否” 

  1、“上市天数”>=90  

  2、流通股本(万股)”>= 20000  

  3、流通市值(万元)”>= 80000  

  4、最新股东户数”>=4000  

  5、证券较基准换手率比值(%)”>= 20  

  6、证券较基准涨跌幅偏离值(%)”<=4  

  7、证券较基准波动幅度比值(%)”>= 500  

  8、完成股改”=“是” 

  9、未被特别处理”=“是” 

融资资格：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融资资格为“是”否则为“否” 

  1、“上市天数”>=90  

  2、“流通股本(万股)”>=10000  

  3、“流通市值(万元)”>= 50000  

  4、“最新股东户数”>= 4000  

  5、“证券较基准换手率比值(%)”>=20  

  6、“证券较基准涨跌幅偏离值(%)”<=4  

  7、“证券较基准波动幅度比值(%)”>=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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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完成股改”=“是” 

  9、“未被特别处理”=“是” 

基准指数：  

上海主板股票以上证综合指数为基准，深圳主板股票以深证综合指数为基准，中

小板股票以中小板指数为基准。 

  

1.2.1.6 大宗交易记录  

报表说明  

整理记录交易所每日公布的大宗交易信息，各项指标以交易所公布为准。  

 
 

1.2.1.7 交易异动  

报表说明  

对交易所每天公布的交易公开信息的统计整理，加入股票异动期间的行情信息，方

便对比查看。 

  

界面说明  

上方为交易异动记录统计表，展示发生异动的股票及相应的营业部交易数据合

计；  

下方为营业部明细表，展示统计表中所选异动条目所涉及到的营业部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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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交易天数：  

交易所认定的发生交易异动区间内所含交易日个数。  

营业部买入/卖出/交易合计：  

交易所披露的异动截止日买入/卖出各前5名的营业部交易数据合计。  

区间股票成交金额：  

含异动起始日，异动截止日在内的交易区间内该股成交总金额。  

区间涨跌幅：  

含异动起始日，异动截止日在内的交易区间内该股涨跌幅。  

区间换手率：  

含异动起始日，异动截止日在内的交易区间内该股换手率合计。  

  

1.2.1.8 除权除息记录  

报表说明  

记录股票价格因分红送转，以及增发，配股，股权分置等原因所产生的除权除息

记录。  

1.2.1.9 A 股股票流通时间表 

报表说明 

展示限售股股票流通时间状况。 

界面说明 

上方为各时间周期内限售股解禁的总数值状况，包括总流通数值、总股本等；

下方表展示的是各周期内具体股票的解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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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0 大盘单日表现  

报表说明  

展示最新交易日的市场基准指数表现情况。 

  

重要指标说明  

成交额变化：  

=当日成交额-前一日成交额  

成交额变化率：  

=成交额变化/前一日成交额*100%  

 

1.2.1.11 大盘阶段表现  

报表说明  

展示市场基准指数一段时间以来的涨跌表现情况，以及在相应区间内的成交额及

日均成交额数据。  

 

1.2.1.12 行业单日表现  

报表说明  

展示最新交易日的行业指数表现情况。有同花顺行业，证监会行业，申万行业，

FTSE行业分类标准供选择。  

 

重要指标说明  

成交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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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成交额-前一日成交额  

成交额变化率：  

=成交额变化/前一日成交额*100%  

 

1.2.1.13 行业阶段表现  

展示行业指数一段时间以来的涨跌表现情况，以及在相应区间内的成交额及日

均成交额数据。有同花顺行业，证监会行业，申万行业，FTSE行业分类标准供选择。  

 

1.2.1.14 个股阶段表现  

报表说明  

展示个股一段时间以来的涨跌表现情况，以及在相应区间内的换手率、成交额及

成交量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个股列表，展示行情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按行业对各个区间的涨跌幅，换手率，成交量指标进行统计。  

 

1.2.1.15 连续上涨  

报表说明  

对最近连续上涨3天及以上的股票做统计，有助于把握市场热点。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连涨天数，连续涨跌幅，收盘价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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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6 连续下跌  

报表说明 

对最近连续下跌3天及以上的股票做统计，有助于规避短线风险。  

 

界面说明  

上方为股票列表，显示连跌天数，连续涨跌幅，收盘价等指标；  

下方为统计表，按行业对连跌股票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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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7 短线强势  

报表说明  

对有短期均线支撑的股票进行统计，发掘短线强势个股。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5日，10日，20日均线支撑情况；  

 

1.2.1.18 中线强势  

报表说明  

对有中期均线支撑的股票进行统计，发掘中线强势个股。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30日，60日，90日均线支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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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9 长线强势  

报表说明  

对有长期均线支撑的股票进行统计，发掘长线强势个股。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120日，250日，500日均线支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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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0 短线弱势  

报表说明 

对有短期均线压制的股票进行统计，筛选短线弱势个股。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5日，10日，20日均线压制情况；  

 

1.2.1.21 中线弱势  

报表说明  

对有中期均线压制的股票进行统计，筛选中线弱势个股。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30日，60日，90日均线压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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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 长线弱势  

报表说明  

对有长期均线压制的股票进行统计，筛选长线弱势个股。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120日，250日，500日均线压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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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3 明显放量  

报表说明  

对5日量比>=5的股票进行统计，发掘短期明显放量的股票。  

 

1.2.1.24 明显缩量  

报表说明  

对5日量比<=0.2股票进行统计，筛选短期明显缩量的股票。  

 

1.2.1.25 短线向上突破  

报表说明  

对复权收盘价上穿短期均线并确认（3日）的股票进行统计，发掘短线向上突破的品

种。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上穿5日，10日，20日均线的情况； 

 

1.2.1.26 中线向上突破  

报表说明  

对复权收盘价上穿中期均线并确认（3日）的股票进行统计，发掘中线向上突破的品

种。  

 

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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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上穿30日，60日，90日均线的情况； 

 

1.2.1.27 长线向上突破  

报表说明  

对复权收盘价上穿长期均线并确认（3日）的股票进行统计，发掘长线向上突破的品

种。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上穿120日，250日，500日均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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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8 短线向下突破  

报表说明  

对复权收盘价下穿短期均线并确认（3日）的股票进行统计，筛选短线向下突破的品

种。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下穿5日，10日，20日均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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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9 中线向下突破  

报表说明  

对复权收盘价下穿中期均线并确认（3日）的股票进行统计，筛选中线向下突破

的品种。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股票列表，显示其下穿30日，60日，90日均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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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0 长线向下突破  

报表说明  

对复权收盘价下穿长期均线并确认（3日）的股票进行统计，筛选长线向下突破

的品种。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为股票列表，显示其下穿120日，250日，500日均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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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机构研究

1.2.2.1 机构持股汇总（按品种）  

报表说明  

按股票对其机构股东持股数量进行统计，并与上个报告期数据进行对比，揭示市场

中主流资金动向。数据来源于基金季度报告中的十大重仓股，中报和年报中的全部

持股，以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可按照机构类型选择所需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示每只股票被机构持有的数量，市值，占比及变化；  

下方为明细表和走势图，明细表中显示了上表所选股票的各家机构股东本期及

上期的持股具体数据，走势图为机构持股合计占流通A股的比例与股价走势的叠加。  

 

1.2.2.2 机构持股汇总（按行业）  

报表说明  

按所选行业标准（证监会，申万）对机构持股数据进行统计，并与上个报告期

数据进行对比，揭示市场中主流资金动向。数据来源于基金季度报告中的十大重仓

股，中报和年报中的全部持股，以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可按照机构

类型选择所需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统计表，展示各个行业内机构持有股票只数，占行业公司家数比，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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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占流通A股比例等内容；  

下方为明细表和趋势图，明细表展示本期及上期各个行业内股票被持有的具体

数据，趋势图为12个季度以来，行业内机构持股市值变动（绝对量）及占流通A股比

例动（相对量），揭示各行业的周期性变化。  

 

重要指标说明  

持有证券数量：  

该行业内被机构持有的上市公司家数。 

 

1.2.2.3 机构持股汇总（按机构）  

报表说明  

对各家机构的持股数据进行统计，并与上个报告期数据进行对比，揭示市场中主流

资金动向。数据来源于基金季度报告中的十大重仓股，中报和年报中的全部持股，

以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可按照机构类型选择所需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机构列表，显示各家机构的持股总数和市值（不包括一般法人）；  

下方为持股明细表，显示上表所选机构的持股明细及变动情况；以及按机构类

型统计表，展示各类机构持股品种合计及市值合计。  

 

1.2.2.4 机构新增持股  

报表说明  

对各家机构的持股数据进行统计，并与上个报告期数据进行对比，展示上个报告期

无机构持有而本期有机构持有的股票（未剔除新股）。数据来源于基金季度报告中

的十大重仓股，中报和年报中的全部持股，以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

可按照机构类型选择所需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股票列表，展示本期机构新增持有的股票及其相关资料；  

下方为明细表，显示上表中所选股票具体的机构持有数量。  

 

1.2.2.5 机构剔除股票  

报表说明  

对各家机构的持股数据进行统计，并与上个报告期数据进行对比，展示本报告期无

机构持有而上期有机构持有的股票。数据来源于基金季度报告中的十大重仓股，中

报和年报中的全部持股，以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可按照机构类型选

择所需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股票列表，展示本期机构剔除的股票及其相关资料；  

下方为明细表，显示上表中所选股票上期具体的机构持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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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各行业前 5 大重仓股  

报表说明  

按行业对机构持股数据进行统计，展示各个行业内机构持股市值前5名的股票。数据

来源于基金季度报告中的十大重仓股，中报和年报中的全部持股，以及上市公司定

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可按照机构类型选择所需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股票列表，展示各行业内机构持股市值前5名的股票及该股相关资料；  

下方为明细表，显示上表所选股票具体的机构持有数量及变动情况。  

 

重要指标说明  

行业配置比重：  

该行业机构持股市值占所有机构持股市值百分比。  

品种配置比重：  

该股机构持股市值占该行业机构持股市值的百分比。 

 

1.2.2.7 基金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对基金持有的股票进行统计展示，并通过报告期的对比显示机构持有某只股票的增

减变化。数据来源于基金季度报告中的十大重仓股，中报和年报中的全部持股，以

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每只股票的基金股东本期与上期的持股数量，

市值，占流通股比例的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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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持仓数量：  

该基金持有这只股票的数量，其中本期为所选报告期数据，上期为上一报告期数据。  

持仓市值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价格。  

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流通股本）*100%  

上榜公司家数：  

该行业公司的流通股东中的基金个数。 

重仓品种：  

该行业中基金重仓股个数。  

最高持仓比例：  

该行业中单只基金持仓占流通股比例的最大

1.2.2.8 中国基金经理大全  

报表说明  

本报表对当前中国基金业在职的基金经理资料进行统计，实现从基金经理研究的角

度对基金进行分析。 

  

重要指标说明  

任职日期：  

基金经理在当前所管理基金的任职起始日期。  

 

任职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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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日期减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的自然日天数，是其他业绩数据计算的重要参照。  

 

任职以来回报：  

基金经理任职期间基金净值的复权增长率，即考虑分红再投资的净值增长率而不是

单纯的累计净值增长率。 

  

任职以来年化收益率%：  

任职以来年化收益率%=【
365

1 任职天数（ 任职以来回报） -1】*100% 

 

任职以来超越基准回报%：  

任职以来超越基准回报%=任职以来回报-任职以来该基金业绩基准回报  

 

任职以来超越基准年化收益率%：  

任职以来超越基准年化收益率%=任职以来年化收益率%-任职以来该基金业绩基准

的年化收益率。 

  

基金类型：  

按照投资范畴区分的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保本型，货币市场基金5种类型。  

 

共同任职基金经理：  

当前在职的与该基金经理共同管理这只基金的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年限：  

该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的时间合计，即该基金经理在历任基金任职时间之和-历次任职

时间重叠部分。  

 

 任职基金几何总回报 

={ 1 1 【 （ 历任基金对应的回报）】 }*100% 

 

几何平均年化收益率  

={

365

1 1 
任职天数

【 （ 历任基金对应的回报）】 }*100% 

 

超越基准总回报  

={ 1 1 【 （ 历任基金对应的超越基准回报）】 }*100% 

 

超越基准几何平均年化收益率  

={

365

1 1 
任职天数

【 （ 历任基金对应的超越基准回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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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基准算术平均年化收益率  

=




历任基金明细表对应的超越基准年化收益率

历任明细基金表的记录数

 

1.2.2.9 基金禁止投资证券—证券  

报表说明  

从证券的角度统计该证券是禁止哪些基金投资的，是机构参与证券交易的重要参考

信息。  

界面说明  

上方证券表，集中展示在所选截止日期禁止某些机构投资的证券；  

下方为明细表，详细说明上表所选证券有哪些机构不能投资，以及禁止投资的

原因。  

 

重要指标说明  

禁止投资类型：  

禁止该基金投资所选证券的原因，当前主要有以下几种： 1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

或者债券， 2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发行的证券， 3基金管理人

控股股东或其他重要利害关系的公司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4货币市场基金不得投

资剩余期限超过三百九十七天的债券， 5货币市场基金不得投资信用等级在AAA级

以下的企业债券， 6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短期融资券的信用评级，若低于以下标准

不得投资：  

（一）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1级或相当于A-1级的短期信用级别；  

（二）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豁免信用评级的短期融资券，其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信用评

级和跟踪评级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AA级或相当于AAA

级的长期信用级别；2、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低于中国主权评级一个级别的信

用级别（例如，若中国主权评级为A-级，则低于中国主权评级一个级别的为BBB+

级）。同一发行人同时具有国内信用评级和国际信用评级的，以国内信用级别为准。 

 

1.2.2.10 基金禁止投资证券—基金  

报表说明  

从基金的角度统计该基金禁止投资哪些证券，是机构参与证券交易的重要参考信息。  

界面说明  

上方统计表，显示各只基金在当前日期禁止投资的证券数量；  

下方为明细表，详细说明上表所选基金有哪些证券不能投资，以及禁止投资的

原因。  

重要指标说明  

禁止投资类型：  

禁止该基金投资所选证券的原因，当前主要有以下几种：  

1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2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发行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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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或其他重要利害关系的公司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4货币市场基金不得投资剩余期限超过三百九十七天的债券  

5货币市场基金不得投资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 

6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短期融资券的信用评级，若低于以下标准不得投资：  

（一）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1级或相当于A-1级的短期信用级别；  

（二）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豁免信用评级的短期融资券，其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信用评

级和跟踪评级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AA级或相当于AAA

级的长期信用级别；2、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低于中国主权评级一个级别的信

用级别（例如，若中国主权评级为A-级，则低于中国主权评级一个级别的为BBB+

级）。同一发行人同时具有国内信用评级和国际信用评级的，以国内信用级别为准。 

 

1.2.2.11 QFII 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对QFII资格以及获配额度变动的记录和统计。  

 

界面说明  

上方为各个QFII的基本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显示当前市场中取得QFII资格的机构家数合计和额度合计。  

 
重要指标说明  

最新额度：  

截至最新日期，该机构获批的额度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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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 QFII 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对QFII持有的股票进行统计展示，并通过报告期的对比显示机构持有某只股票的增

减变化。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每只股票的QFII股东本期与上期的持股数量，市值，占流

通股比例的对比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对本期的QFII重仓股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包含了各

行业有多少个QFII股东，该行业内的QFII重仓股个数，市值，持仓比例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持仓数量：  

该QFII持有这只股票的数量，其中本期为所选报告期数据，上期为上一报告期数据。  

持仓市值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价格。  

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流通股本）*100%  

上榜公司家数：  

该行业公司的流通股东中的QFII个数。  

重仓品种：  

该行业中QFII重仓股个数。  

最高持仓比例：  

该行业中单个QFII持仓占流通股比例的最大值。 

 

1.2.2.13 QDII 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对QDII资格以及获配额度变动的记录和统计。 

界面说明  

上方为各个QDII的基本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显示当前市场中取得QDII资格的机构家数合计和额度合计 

。  

重要指标说明  

最新额度：  

截至最新日期，该机构获批的额度合计

 

1.2.2.14 券商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对券商持有的股票进行统计展示，并通过报告期的对比显示机构持有某只股票的增

减变化。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  

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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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为明细表，显示每只股票的券商股东本期与上期的持股数量，市值，占流

通股比例的对比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对本期的券商重仓股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包含了各

行业有多少个券商股东，该行业内的券商重仓股个数，市值，持仓比例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持仓数量：  

该券商持有这只股票的数量，其中本期为所选报告期数据，上期为上一报告期数据。  

持仓市值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价格。  

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流通股本）*100%  

上榜公司家数：  

该行业公司的流通股东中的券商个数。  

重仓品种：  

该行业中券商重仓股个数。 

最高持仓比例：  

该行业中单个券商持仓占流通股比例的最大值。 

 

1.2.2.15 券商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统一展示我国证券公司的基本资料，包括所在地，注册资本等数据。 

 

1.2.2.16 券商财务数据  

报表说明  

展示证券公司定期报告所披露的财务报表中的重要科目，在表末有该数据是否经审

计的注释。 

 

1.2.2.17 券商金融产品投资明细  

报表说明  

来自于券商定期报告净资本计算表的自营明细数据，选取该表中的期末余额，而非

应计算金额项下数据。该报表中的合计值字段（除以下有说明的外）并不一定为细

项的简单加和。  

 

重要指标说明  

已退市股票  

=已退市且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已退市且未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的股票  

 

债券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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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企债（含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可转债+特殊金融债+央行票据 

 

1.2.2.18 商业银行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统一展示我国各个商业银行的基本资料，包括所在地，注册资本等数据。 

 

1.2.2.19 银行理财产品  

报表说明  

对银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的集中展示，从投资币种，收益类型，挂钩标的等多个方

面进行分类，实现各角度同类型产品的比较研究。  

 

重要指标说明  

发行人：  

发行理财产品的内外资机构，不包含分行信息。  

发售地区：  

本款理财产品发售的地区，未公布的默认为全国。发售地区为全国的产品在实际购

买时可能会受到该行营业网点分布的限制。  

投资币种：  

购买本款理财产品时需支付的货币种类，不同的投资币种涉及不同的无风险收益率

及不同程度的汇率风险。  

发行对象：  

本款产品所面对的潜在购买者类别：机构，个人，VIP，全部。  

收益类型：  

浮动、固定。为保证同类型产品收益率的可比性，仅由于信用风险导致最终收益率

不唯一的浮动收益产品会被处理为固定收益。  

投资品种：  

本款理财产品所募集资金买入的对象，如投资于信托的，则显示该信托所投资的标

的。含债券，股票，基金，信贷资产，期货，商品，金融衍生品，其他等项。  

业务模式：  

直接投资，QDII，信托三种。  

挂钩标的：  

影响本产品收益的指标，含利率，债券，信托，汇率，指数，股票，基金，商品，

信用，其他等项。  

委托起始金额：  

购买该产品所需最低金额。多投资币种的，该金额与投资币种字段的第一项相对应，

详细说明可参照委托资金说明字段。  

计划募资金额：  

理财产品发售时发行人计划募集到的资金数量，如果实际募集资金量达不到这个数

额，部分产品有可能不会成立。  

委托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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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起始日到收益截止日的实际天数。  

委托期说明：  

关于委托期长度的原始说明。  

预计收益率下限/上限：  

该产品到期后年化收益率最可能落到的区间，对于未做预期，倒溯历史的收益说明，

使用历史平均值。固定收益类型的产品，收益率上下限一致。  

封顶收益率：  

该产品可能达到的最高收益率，超出该收益部分投资者不再享有。 

保本比例：  

银行保证客户本金安全的比例，完全保本为100，保证本金90%安全则为90。  

提前终止条件：  

该产品可由投资者或者银行方面提前终止的相关条款，是考察产品流动性的重要条

件。  

实际收益率：  

产品到期后投资者所获得的实际收益水平。 

 

1.2.2.20 银行财务数据  

报表说明  

集中展示银行财务报表中的重要指标数据。 

1.2.2.21 银行重要业务指标 

报表说明 

统一展示各大银行主要业务指标情况。 

 

1.2.2.22 保险公司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统一展示我国各家保险公司的基本资料，包括所在地，注册资本等数据。 

 

1.2.2.23 保险公司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对保险公司持有的股票进行统计展示，并通过报告期的对比显示机构持有某只股票

的增减变化。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每只股票的保险公司股东本期与上期的持股数量，市值，占流

通股比例的对比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对本期的保险公司重仓股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包含了各

行业有多少个保险公司股东，该行业内的保险公司重仓股个数，市值，持仓比例数

据。  

 

重要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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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数量：  

该保险公司持有这只股票的数量，其中本期为所选报告期数据，上期为上一报告期

数据。  

持仓市值：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价格。  

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流通股本）*100%  

上榜公司家数：  

该行业公司的流通股东中的保险公司个数。 

重仓品种：  

该行业中保险公司重仓股个数。  

最高持仓比例：  

该行业中单个保险公司持仓占流通股比例的最大值。 

 

1.2.2.24 保险资金禁止投资股票  

报表说明  

详细列举各只股票在特定日期是否允许保险公司投资，及禁投的原因，是保险机构

投资股票的重要参考。  

界面说明  

上方为所选股票的列表，展示该股是否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以及禁投的原因。  

下方为时间序列，显示上表中所选股票在指定时间段内是否为禁止投资标的。  

 

重要指标说明  

禁止投资类型：  

各项法规规定的保险公司禁投股票类型，编号显示 1被交易所实行"特别处理"、"

警示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特别处理"或者已终止上市的； 2其价格在过去12个月中涨

幅超过100%的； 3存在被人为操纵嫌疑的 4其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度内财务报表被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拒绝表示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 5其上市公司已披露业绩大幅下滑、

严重亏损或者未来将出现严重亏损的 6其上市公司已披露正在接受监管部门调查或

者最近1年内受到监管部门严重处罚 7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类型股票 

 

1.2.2.25 保险公司禁止投资债券  

报表说明  

列举在指定日期保险公司禁止投资的债券，是保险机构投资的重要参考。 

  

重要指标说明  

禁止投资类型：  

各项法规规定的保险公司禁投债券类型，如下： 商业银行金融债和次级债发行人总

资产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 商业银行金融债和次级债发行人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4% 

商业银行金融债和次级债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亏损 商业银行金融债和次级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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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级或者相当于A级以下的长期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金

融债和次级债发行人的境外上市并免于国内信用评级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BB级或者相当于BB级以下的长期信用级别；同一发行人同时具有国内信用评级和国

际信用评级的,以国内信用级别为准。 商业银行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应具有国内信

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级或者相当于A级以下的长期信用级别 企业债券发行人上年末

净资产低于20亿元人民币 企业债券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亏损 企业债券发

行人待偿还企业(公司)债券的余额,超过该企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资产的40% 企

业(公司)债券,应具有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A级或者相当于AA级以下的长期信

用级别 可转换债券发行人没有提供明确的偿债计划和担保合同 短期融资券发行人

上年末净资产低于20亿元人民币 短期融资券发行人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亏损 短

期融资券发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券的余额,超过该企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资产的

40% 

 

1.2.2.26 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报表说明  

来自保监会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情况统计，为研究保险公司业务情况提供参考。公

司按照中 资，外资；寿险，财产险分类。  

 

重要指标说明  

本年累计：  

本年度共获得的保费收入，为保监会公布值。  

当月数  

=本月的本年累计值—上月的本年累计值 

 

1.2.2.27 分地区保费收入 

报表说明： 

报表展示了各主要地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情况。 

 

1.2.2.28 社保基金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对社保基金持有的股票进行统计展示，并通过报告期的对比显示机构持有某只股票

的增减变化。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每只股票的社保基金股东本期与上期的持股数量，市值，

占流通股比例的对比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对本期的社保基金重仓股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包含

了该行业内的社保基金重仓股个数，市值，持仓比例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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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仓数量：  

该社保基金持有这只股票的数量，其中本期为所选报告期数据，上期为上一报告期

数据。  

持仓市值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价格  

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流通股本）*100%  

重仓品种个数：  

该行业中社保基金重仓股个数。  

最高持仓比例：  

该行业中单只社保基金持仓占流通股比例的最大值。  

 

1.2.2.29 社保基金管理人  

报表说明  

展示各个社保基金组合以及相对应的管理人

 

1.2.2.30 信托公司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对信托公司持有的股票进行统计展示，并通过报告期的对比显示机构持有某只股票

的增减变化。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每只股票的信托公司股东本期与上期的持股数量，市值，

占流通股比例的对比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对本期的信托公司重仓股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包含

了各行业有多少个信托公司股东，该行业内的信托公司重仓股个数，市值，持仓比

例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持仓数量：  

该信托公司持有这只股票的数量，其中本期为所选报告期数据，上期为上一报告期

数据。  

持仓市值：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价格。  

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流通股本）*100%  

上榜公司家数：  

该行业公司的流通股东中的信托公司个数。 

重仓品种：  

该行业中信托公司重仓股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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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持仓比例：  

该行业中单个信托公司持仓占流通股比例的最大值。 

 

1.2.2.31 信托公司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统一展示我国信托公司的基本资料，包括所在地，注册资本等数据。 

 

1.2.2.32 信托公司财务数据  

报表说明  

展示信托公司年报所披露的财务报表中的重要科目，在表末有该数据是否经审计的

注释。 

 

1.2.2.33 信托产品  

报表说明  

对信托公司所发行产品的集中展示，包含信托类型，预计收益率等重要字段。  

重要指标说明  

信托类型：  

将信托产品分为7类，具体标准如下 贷款类信托 ——将信托资金以贷款的方式获取

稳定收益的 房地产信托 ——投资房地产，但非贷款信托的 股权投资信托 ——投

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的 权益投资信托 ——涉及到信贷资产转让等 外汇信托 ——投

资币种非人民币 债权信托 ——投资应收款项等 证券投资类信托——申购新股、投

资基金股票等  

终止日期：  

未公布该信托产品终止日期的，则终止日期=成立日期+存续期。  

预计收益率：  

产品说明中做出预期的最高收益率。  

发行地：  

为代收款银行所在地，或该信托公司所在地。  

起点金额：  

为最低购买金额，分别公布机构和个人起点金额的，则显示较低值。 

 

1.2.2.34 财务公司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对财务公司持有的股票进行统计展示，并通过报告期的对比显示机构持有某只股票

的增减变化。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每只股票的财务公司股东本期与上期的持股数量，市值，占

流通股比例的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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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为统计表，对本期的财务公司重仓股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包含了

各行业有多少个财务公司股东，该行业内的财务公司重仓股个数，市值，持仓比例

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持仓数量：  

该财务公司持有这只股票的数量，其中本期为所选报告期数据，上期为上一报告期

数据。  

持仓市值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价格。  

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流通股本）*100%  

上榜公司家数：  

该行业公司的流通股东中的财务公司个数。 

重仓品种：  

该行业中财务公司重仓股个数。  

最高持仓比例：  

该行业中单个财务公司持仓占流通股比例的最大值。 

 

1.2.2.35 财务公司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统一展示各大财务公司的基本资料，包括所在地，注册资本等数据。 

 

1.2.2.36 财务公司财务数据  

报表说明  

展示财务公司年报所披露的财务报表中的重要科目，在表末有该数据是否经审计的

注释。 

 

1.2.2.37 信托产品 

报表说明 

展示信托产品发行信息等数据。 

 

1.2.2.38 财务公司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展示财务公司重仓持股情况。 

 

1.2.2.39 财务公司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展示财务公司基本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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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0 财务公司财务数据 

报表说明： 

展示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 
 

1.2.2.41 企业年金重仓流通股  

报表说明  

对企业年金持有的股票进行统计展示，并通过报告期的对比显示机构持有某只股票

的增减变化。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股东数据。自2006年年报开始，企

业年金股东很少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中，而是常常出现在IPO、增发、可

转债等融资项目的网下配售名单中（详见发行分配——首发增发获配统计）。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每只股票的企业年金股东本期与上期的持股数量，市值，

占流通股比例的对比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对本期的企业年金重仓股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包含

了各行业有多少个企业年金股东，该行业内的企业年金重仓股个数，市值，持仓比

例数据。  

 

重要指标分析  

持仓数量：  

该企业年金持有这只股票的数量，其中本期为所选报告期数据，上期为上一报告期

数据。  

持仓市值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价格。  

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数量/该股截止报告期末的流通股本）*100% 

上榜公司家数：  

该行业公司的流通股东中的企业年金个数。  

重仓品种：  

该行业中企业年金重仓股个数。  

最高持仓比例：  

该行业中单个企业年金持仓占流通股比例的最大值。 

 

1.2.3 公司股票 

1.2.3.1 上市公司一览  

报表说明  

集中展示境内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 

  

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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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栏中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上市公司的具体数据，包括所在地，注册资本，

联系方式，管理层，中介机构等内容；  

 
 

1.2.3.2 上市股票一览  

报表说明  

集中展示境内上市股票的基本资料。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上市股票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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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三板股票一览  

报表说明  

当前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交易的股票概况，包括主板退市公司的股票，中关村

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原STAQ系统、原NET系统公司。  

 

1.2.3.4 已退市个股一览  

报表说明  

展示已退市个股在退市时的基本数据，含退市日期，退市时股价，退市时每股净资

产等内容。 

  

1.2.3.5 公司规模排名  

报表说明  

从总资产，总股本，员工人数3个角度衡量公司规模并排名比较，并可通过自动筛选

功能进行各个行业的公司规模对比。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各个公司3项指标的明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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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股权激励一览  

报表说明  

详细记录各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方案中激励标的发放条件，兑现条件等内容

都有可能对当前和未来股价产生影响。  

 

重要指标说明  

激励标的物：  

为实现股权激励而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物，当前方案中共涉及3种：股票，期权，股

票增值权。  

激励方式：  

股权激励的实现方式，当前方案中共涉及5种：股东转让股票，股票增值权，上市公

司定向发行股票，上市公司发行期权，上市公司提取激励基金买入流通股。不同的

实现方式会对股本，股价产生不同的影响。  

期权初始行权价：  

方案制订时所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未来可能根据除权除息发生变动。  

股票转让价格说明：  

股东转让股票或者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进行股权激励时的股票定价说明。  

激励股票出售说明：  

出售由股权激励获得的股票时的约束条件，一般来说，越苛刻的出售条件对公司运

营的正面影响越明显。  

激励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获取激励标的条件要求，包括对激励对象本人的要求和对公司指定考核指

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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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行权特别条件：  

激励对象已获得的期权在行权时必须满足的条件。  

 

1.2.3.7 股权激励实施明细  

报表说明  

记录股权激励的实施日期，数量的详细信息。 

  

重要指标说明  

激励标的物：  

为实现股权激励而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物，当前方案中共涉及3种：股票，期权，股

票增值权。  

激励方式：  

股权激励的实现方式，当前方案中共涉及5种：股东转让股票，股票增值权，上市公

司定向发行股票，上市公司发行期权，上市公司提取激励基金买入流通股。不同的

实现方式会对股本，股价产生不同的影响。  

期权初始行权价：  

方案制订时所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未来可能根据除权除息发生变动。  

股权激励每股转让价：  

股东转让股票或者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进行股权激励时的股票价格。  

期权激励授权日：  

以期权方式进行激励时实际授权的日期，该日期的确定受方案中激励授予条件影响。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激励数量（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与股权激励实施时总股本的比值。 

  

1.2.3.8 管理层报酬统计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董事，监事，高管领薪情况的统计。 

  

界面说明  

上方为统计表，对报酬总额，董事，高管，独立董事等薪酬进行合计统计；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该公司管理层人员职务及相应的年薪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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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是否在股东或关联单位领薪：  

部分管理层人员的薪酬可能另有关联单位支付，参考该标识可避免对部分无薪或低

薪的误判。  

1.2.3.9 高管持股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数进行统计分析 

 

界面说明  

上方为统计表，按证监会行业分类对各行业的管理层持股情况进行统计。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各高管的持股数量及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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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持股市值：  

截至报告期末，该高管所持公司股票市值。  

上榜公司数：  

所选行业统计的公司总数。  

上榜人数：  

所选行业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管理层人数。  

最高持股市值：  

行业内持股市值最高的一位高管持有的市值。  

 

1.2.3.10 独立董事及其薪酬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所聘任的独立董事资料及其薪酬状况进行统一展示。  

 

1.2.3.11 实施 ST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股票实施特别处理（ST）及退市风险警示(*ST)的记录。  

 

1.2.3.12 撤销 ST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股票撤销特别处理（ST）及退市风险警示(*ST)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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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3 暂停上市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暂停上市的记录。  

 

1.2.3.14 恢复上市  

报表说明  

对已暂停上市的公司恢复上市的记录。  

 

1.2.3.15 退市 

报表说明 

展示某时间段内的上市公司退市情况。 

 

1.2.3.16 ST 个股风险预测  

报表说明  

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财务数据对已经实施特别处理及退市风险警示的股票的情况进

行推断，看该股是否有可能摘*，摘帽，或是可能暂停上市，以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  

 

1.2.3.17 暂停上市个股风险预测  

报表说明  

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财务数据对已经暂停上市股票的情况进行推断，看该股是否有

可能退市或者恢复上市。  

 

1.2.3.18 股票更名  

报表说明  

记录所选取时间段内的股票简称变更情况，可方便的查询到各只股票名称变化的历

史情况。  

 

1.2.3.19 公司更名  

报表说明  

记录所选取时间段内的公司名称变更情况，名称变更通常意味着公司基本面发生变

化。  

 

1.2.3.20 股票置换  

报表说明  

A股市场中换股的记录，在换股过程中，投资者持有的公司股票将被置换为另外一家

公司的股票，有时还涉及到现金选择权。该表详细记录了换股的流程及关键时间点，

是参与换股的重要参考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换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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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股前上市公司，即投资者换股前持有其股票的一方。  

标的方：  

换股后的存续上市公司，即投资者换股后持有其股票的一方。  

换股比例：  

=换股方换股价/标的方换股价，即投资者目前持有的1股，可以换到的换股后股票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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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股本股东 

1.2.4.1 股本结构  

报表说明  

全面展示上市公司股本结构，显示各类股东持股总数及所占比例。 

  

重要指标说明  

总股本  

=流通股合计+限售A股+限售B股  

流通股合计  

=流通A股+流通B股+流通H股+三板A股+三板B股+境外流通股  

限售A股  

=限售/国家持股+限售/国有法人持股+限售/其他内资持股合计+限售/外资持股合计  

限售/其他内资持股合计  

=限售/境内法人持股+限售/机构配售股份+限售/境内自然人持股  

限售/境内自然人持股：  

包括但不限于限售/高管持股。  

限售/外资持股合计  

=限售/境外法人持股+限售/境外自然人持股  

 

1.2.4.2 股本变动  

报表说明  

上市公司在所选时间段内的股本变动情况，并将变动前后数据作对比展示。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展示各家公司历次股本变动的具体数据，包含总股本，流通A

股，流通B股三项指标的变动前后数据及本次变动的数量；  

下方为统计表，将股本变动的情况按照证监会行业进行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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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股东户数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公布的股东户数进行统计，从股权集中度的角度对公司进行

考量。 

  

界面说明  

展示栏中显示的是明细表，对比显示各家公司本期和上期的股东户数，以及变

动数和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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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 十大股东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半年报和年报中披露的十大股东信息进行统计，展示股权集中度情况。  

 

界面说明  

上方展示各家公司前十大股东在本期和上期的持股比例合计以及变动值；  

下方为明细表和统计表，展示十大股东的明细数据，以及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

统计的股权集中度和变动情况，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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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股权集中度：  

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合计。  

 

1.2.4.5 十大流通股东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十大流通股东信息进行统计，展示股权集中度情况。  

 

界面说明  

上方展示各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在本期和上期的持股比例合计以及变动值；  

下方为明细表和统计表，展示十大流通股东的明细数据，以及按照证监会行业

分类统计的股权集中度和变动情况，第一大流通股东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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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股权集中度：  

十大流通股东的持股比例合计。  

 

1.2.4.6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报表说明  

显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最高一个层级的股东资料，避开复杂的股权结构，直接展

示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1.2.4.7 重要股东二级市场交易记录（上市公司披露）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公告的股东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记录整理，以方便查询大小非减持的

情况。 

 

重要指标说明  

变动数量占流通股比：  

该股东本次买卖的股票数量与公司截至变动截止日期的流通股本的比值。  

变动后流通股数量占流通股比：  

本次变动后，该股东持有的流通股数量与公司截至变动截止日期的流通股本的比值。  

变动后持股比例：  

变动后持股总数与公司截至变动截止日期的总股本的比值。  

交易平均价：  

公告所公布的本次二级市场交易的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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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起始/截至日期：  

对于没有明确公布交易日期区间的情况，则使用所能确定的最小时间范围。该范围

的确定可能参考股票限售上市时间，上次买卖股票的记录，其他公告中的股东持股

数等数据。  
  

1.2.5 盈利预测 

1.2.5.1 最新买入评级股票  

报表说明  

机构的最新买入报告往往非常容易激发市场激情，从而成为我们跟踪机构投资评级

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报表将集中展示研究机构在所选时间范围内最新评级为―买入

（最高评级）‖的股票，可根据时间区间和评级机构进行个性化筛选。 

  

重要指标说明  

最新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本表中所选均为最新评级为1分的股票。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

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1.2.5.2 最新机构首次关注股票  

报表说明  

机构的首次关注表示该机构或研究员进行过深度调研，精心完成的研究报告给出的

投资评级与盈利预测，特别具有价值。因此我们专门制作本报表展示最近一段时间

机构首次关注的股票列表，可根据时间区间和评级机构进行个性化筛选。  

 

重要指标说明  

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1.2.5.3 最新评级调高股票  

报表说明  

机构的最新评级调高的报告往往非常容易激发市场激情，从而成为我们跟踪机构投

资评级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报表将集中展示研究机构在所选时间范围内最新评级比

上次评级调高的股票，可根据时间区间和评级机构进行个性化筛选。  

 

重要指标说明  

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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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1.2.5.4 最新评级调低股票  

报表说明  

机构的最新评级调低的报告往往会被理解为负面消息，持有该股票的投资人需要更

注重相关风险，因此我们设定此报表让您跟踪机构投资评级调低的动态。可根据时

间区间和评级机构对股票进行个性化筛选。 

  

重要指标说明  

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1.2.5.5 综合评级大幅调高  

报表说明  

综合评级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投资评级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助投

资者进行选股。本报表统计在某个时段内综合评级被大幅调高的那些股票，具体的

时间区间、幅度、机构家数有效性筛选可进行个性化选择。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示在所选时间段内综合评级调整的情况。包括期初综合评级，

最新综合评级，最新评级机构数量，评级调整幅度，区间涨跌幅等字段；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上表中选中股票的机构最新投资评级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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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综合评

级即机构评级标准化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调整幅度  

=(期初综合评级 – 期末综合评级)/4*100%  

 

1.2.5.6 综合评级不断调高  

报表说明  

综合评级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投资评级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助投

资者进行选股。综合评级的相对变化往往比绝对数值更具有指导意义，本报表帮助

您统计3个月内不断被调高评级的股票，并可自行选择评级机构家数标准。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示在所选时间段内综合评级调整的情况。包括各期综合评级，

评级机构数量，环比评级调整幅度，区间涨跌幅等字段；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上表中选中股票的机构最新投资评级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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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综合评

级即机构评级标准化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调整幅度  

=(期初综合评级 – 期末综合评级)/4*100%  

 

1.2.5.7 综合评级大幅调低  

报表说明  

综合评级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投资评级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助投

资者进行选股。本报表统计在某个时段内综合评级被大幅调低的那些股票，具体的

时间区间、幅度、机构家数有效性筛选可进行个性化选择。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示在所选时间段内综合评级调整的情况。包括期初综合评级，

最新综合评级，最新评级机构数量，评级调整幅度，区间涨跌幅等字段；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上表中选中股票的机构最新投资评级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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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综合评

级即机构评级标准化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调整幅度  

=(期初综合评级 – 期末综合评级)/4*100%  

 

1.2.5.8 综合评级不断调低  

报表说明  

综合评级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投资评级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助投

资者进行选股。综合评级的相对变化往往比绝对数值更具有指导意义，本报表帮助

您统计3个月内不断被调低评级的股票，并可自行选择评级机构家数标准。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示在所选时间段内综合评级调整的情况。包括各期综合评级，

评级机构数量，环比评级调整幅度，区间涨跌幅等字段；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上表中选中股票的机构最新投资评级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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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综合评

级即机构评级标准化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调整幅度  

=(期初综合评级 – 期末综合评级)/4*100% 

1.2.5.9 行业评级汇总  

报表说明  

将研究机构对各个行业的评级进行分行业汇总展示，做为投资者选择介入行业板块

的投资参考。 

 

1.2.5.10 行业评级明细  

报表说明  

在一张表中详细列示所有研究机构的行业评级数据，可按照不同的角度排序对比查

看。 

1.2.5.11 最新预测调高公司  

报表说明  

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预测进行调高预示着公司基本面的良好，大幅度的预测调高往

往非常容易激发市场激情，从而成为我们跟踪机构盈利预测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报

表展示了机构在最新一次评级时将EPS或净利润预测值调高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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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调整幅度  

=（最新预测值/前次预测值-1）*100% 

1.2.5.12 最新预测调低公司  

报表说明  

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预测进行调低预示着公司基本面的不如人意，大幅度的预测调

低往往会对股价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成为我们跟踪机构盈利预测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报表展示了机构在最新一次评级时将EPS或净利润预测值调低的公司。  

 

重要指标说明  

调整幅度  

=（最新预测值/前次预测值-1）*100%  

 

1.2.5.13 最新 3 家机构预测均值  

报表说明  

由于机构的预测往往都均有时效性，发布日期越接近当前日期的盈利预测数据更具

参考价值。本报表对于每一家上市公司只选取最近三家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进行平

均值的计算。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显示最近3家机构预测的平均值，包含每股收益，市盈率，净利

润，主营业务收入4类指标；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参与运算的机构预测的明细值。对于同一日期有多家机构

对同一只股票发布业绩预测数据的，均参与运算；对研究机构不足3家的，则只统

计可取得的2家或1家预测值。 

  

1.2.5.14 激进机构的预测  

报表说明  

股票的当前价格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的一致预测水平，而卖方最新的研究数据与之前

的市场预期水平形成的显著差距，可以提前预示股价的波动，因此也可以创造超额

利润，本报表集中展现那些激进机构的预测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一致预测：  

6个月内各家机构对该股给出的最新一次预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激进幅度  

=(该机构预测值/一致预测-1)*100%  

 

1.2.5.15 一致预测大幅调高  

报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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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预测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盈利预测数据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

助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情况。本报表统计在某个时段内一致预测被大幅

调高的那些公司，具体的时间区间、幅度、机构家数有效性筛选可进行个性化选择。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显示各只股票的一致预测值，变动幅度以及股价在所选区间内

的涨跌幅；  

下方为明细表，显示参与上表计算的各家机构最新预测的明细值  

 

重要指标说明  

一致预测：  

6个月内各家机构对该股给出的最新一次预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调整幅度  

=（期末预测值/期初预测值-1）*100%  

 

1.2.5.16 一致预测不断调高  

报表说明  

一致预测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盈利预测数据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

助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情况。一致预测的相对变化往往比绝对数值更具

指导意义，本报表帮助您统计3个月内一致预测数据不断调高的公司。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示3个月来的EPS预测数值，变化幅度以及评级机构的家数和

最新价格，3月来股价的涨跌幅；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参与上表计算的机构预测数据，包括每股收益，市盈率，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4类指标。  

 

重要指标说明  

一致预测：  

6个月内各家机构对该股给出的最新一次预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调整幅度  

=（期末预测值/期初预测值-1）*100%  

 

1.2.5.17 预测业绩增幅最大  

报表说明  

一致预测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盈利预测数据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

助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情况。本报表使用最新公布的年报数据与下一年

度的预测数据，展示未来业绩预期增长最快速的上市公司。可选择预测业绩增幅和

预测机构家数参数，报表将展示预测机构家数大于所选值，且任一同比增长幅度大

于所选参数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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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说明  

上表为汇总表，展示某股票的预测每股收益同比增长变化；  

下表为明细表，展示上表中选中股票的各券商最新盈利预测明细数据。  

 

1.2.5.18 一致预测大幅调低  

报表说明  

一致预测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盈利预测数据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

助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情况。本报表统计在某个时段内一致预测被大幅

调低的那些公司，具体的时间区间、幅度、机构家数有效性筛选可进行个性化选择。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显示各只股票的一致预测值，变动幅度以及股价在所选区间内

的涨跌幅；  

下方为明细表，显示参与上表计算的各家机构最新预测的明细值。  

 

重要指标说明  

一致预测：  

6个月内各家机构对该股给出的最新一次预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调整幅度  

=（期末预测值/期初预测值-1）*100%  

 

1.2.5.19 一致预测不断调低  

报表说明  

一致预测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盈利预测数据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

助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情况。一致预测的相对变化往往比绝对数值更具

指导意义，本报表帮助您统计3个月内一致预测数据不断调低的公司。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示3个月来的EPS预测数值，变化幅度以及评级机构的家数和

最新价格，3月来股价的涨跌幅；  

下方为明细表，展示参与上表计算的机构预测数据，包括每股收益，市盈率，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4类指标。  

 

重要指标说明  

一致预测：  

6个月内各家机构对该股给出的最新一次预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调整幅度  

=（期末预测值/期初预测值-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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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0 预测业绩降幅最大  

报表说明  

一致预测就是将市场中众多机构的盈利预测数据汇总成为一个数值，从而更能够帮

助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未来的增长情况。本报表使用最新公布的年报数据与下一年

度的预测数据，展示未来业绩预期下降幅度最大的上市公司。可选择预测业绩降幅

和预测机构家数参数，报表将展示预测机构家数大于所选值，且任一同比增长幅度

小于所选参数的记录。 

  

界面说明  

上表为汇总表，展示某股票的预测每股收益同比增长变化；  

下表为明细表，展示上表中选中股票的各券商最新盈利预测明细数据。  

 

1.2.5.21 研究报告数量排名  

报表说明  

出具研究报告的多少本身不意味着股票的价值，但是研究报告数量排名提供了哪些

股票更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关注这一信息，因此我们制作本报表以追踪此线索。 

  

界面说明  

上表显示各股票在区间中的报告篇数，研究机构家数，收盘价，涨跌幅等信息；  

下表显示上表中选中的股票的在本区间中所有研究报告信息明细。  

 

1.2.5.22 深度研究报告数量排名  

报表说明  

出具研究报告的多少本身不意味着股票的价值，但是研究报告数量排名提供了哪些

股票更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关注这一信息，因此我们制作本报表以追踪此线索，对机

构发布的深度研究报告进行统计。  

 

界面说明  

上表显示各股票在区间中的报告篇数，研究机构家数，收盘价，涨跌幅等信息；  

下表显示上表中选中的股票的在本区间中所有研究报告信息明细。  

 

1.2.5.23 股价上涨空间排行  

报表说明  

来自研究报告中的目标价位毫无疑问是最直观的结论之一，本报表依据目标价结合

当前收盘价对股票上涨空间进行排行。 

  

重要指标说明  

评级：  

我们将来自证券研究机构的投资评级进行1-5档标准化，给予最高1分最低5分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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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值(1分_相当于买入、2分_相当于增持、3分_相当于中性、4分_相当于减持、5

分_相当于卖出)。对于该评级，不同的研究机构在说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综合评

级即机构评级标准化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股价上涨空间  

=目标价/最新价-1，目标价为区间的，则使用区间上限与下限的平均值进行计算。  

 

1.2.5.24 沪深 300 一致预测趋势图  

报表说明  

将沪深300的指数走势与市场中机构的业绩预测综合值变化趋势对比，可用于观察

沪深300的整体估值变化。如果某公司没有预测数据则使用最新年报数据代替。 

  

界面说明  

上方为数据表，显示沪深300点位，成份股预测业绩数据合计等内容；  

下方为变动趋势图，为指数点位与近两年预测业绩的走势叠加。  

 

1.2.5.25 沪深 300 动态 PE-Bands  

报表说明  

将沪深300的指数走势与基于市场中的未来12个月（FTM）业绩预测计算的PE进行

对比，可用于观察沪深300的整体估值变化。当年预测净利润如果没有，则用最新

年报的净利润代替，次年预测净利润如果没有，则用当年净利润预测值代替。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展示指数涨跌的情况以及在各个PE倍率下的相应点位；  

下方为走势图，叠加沪深300指数及PE—Bands。  

 

重要指标说明  

动态市盈率(FTM)  

= 指数成份股总市值合计 / 指数成分股净利润(FTM)合计  

成份股净利润(FTM)  

=指定交易日所在当年剩余天数 / 365 * 当年预测净利润 +（365 – 当年的剩余天

数）/ 365 * 次年预测净利润  

 

1.2.5.26 沪深 300 预测调升调降统计  

报表说明  

对机构改变沪深300成份股的投资评级的情况进行统计，该数据字反映了机构对后

市的看好程度。  

 

界面说明  

上方为数据表，显示沪深300指数在所选时间区间内的涨跌变化情况，以及成份

股在一个月内被调整评级的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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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为趋势图，显示沪深300点位走势与成份股评级调整的叠加。  

 

1.2.5.27 沪深 300 成份股一致预测  

报表说明  

展示沪深300成份股投资评级及盈利预测综合值数据和变化情况，含投资评级，预测

EPS，预测EPS增长率，PE，PEG，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近一月变化，近三月

变化，近六月变化等内容。  

 

1.2.5.28 沪深 300 成份股预测大全  

报表说明  

展示机构给出的沪深300成份股最新投资评级和盈利预测的明细数据。 

 

1.2.5.29 沪深 300 分行业一致预测与估值  

报表说明  

展示沪深300行业的盈利预测数据，研究沪深300盈利能力的行业分布及增长变化。

如果成分股没有预测数据使用最近年报数据替代 。 

 

界面说明  

上方为数据表，展示沪深300成份股盈利预测数据的分行业合计值；  

下方为3张图表：净利润同比增长比较，净利润占比，权重与市值占比；展示沪

深300行业增长情况及净利润和权重的行业分布。  

1.2.5.30 沪深 300 分行业动态 PE-Bands  

报表说明  

展示沪深300行业指数的PE-Bands，观察各行业的整体估值变化。  

 

1.2.5.31 多指数一致预测与估值比较  

报表说明  

展示市场基准指数盈利预测数据，研究各个指数成份的盈利状况及增长情况。  

 

界面说明  

上方为指数数据，显示各个指数的预测情况，包含净利润，净利润增长，收入，

市盈率等内容；  

下方为所选指数成份股的明细数据。  

 

1.2.5.32 财报出具前后预测变化  

报表说明  

我们试图寻找出企业经营超出专业研究员预测的品种，他们可能孕育着投资机会。

因为这种超出实质上表明企业实体经济运行是高于市场预期的，这种超出势必引发

研究员的再次审视，而他们的重新审视甚至是调高预测值和评级值，将对机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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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并最终作用于股价。 本报表从财报发布前后研究员对公司

预期是否发生变化的角度筛选超预期品种。通常在报表发布日前后研究员会对公司

的预期进行重新的预测调整，筛选其中调升的品种（我们认为研究员的调升是基于

对上市公司的重新认识，发现公司实际业绩超出了自己先前的预期）。考虑到报表

出具后研究员一般会在一周内更新预测，因此我们以报表后一周一致预期均值作为

报表出具后的市场预期水平；我们取报表前一个月的一致预期平均值作为报表前预

期水平。 

  

重要指标说明  

财报前一月平均值：  

所有券商在报告期披露日期（不含）之前的一个月内最新一次预测的算术平均数。  

 

1.2.5.33 超预期财报  

报表说明  

我们企图寻找出企业经营超出专业研究员预测的品种，他们可能孕育着投资机会。

因为这种超出实质上表明企业实体经济运行是高于市场预期的，这种超出势必引发

研究员的再次审视，而他们的重新审视甚至是调高预测值和评级值，将对机构投资

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并最终作用于股价。本报表根据最新财务的实际公布数据

较一致预测的涨跌，寻找超预期的公司。 我们使用每一个报告期进行分析，其中由

于一季报、中报、三季报的预测数据欠缺，我们利用单期实际数据推算出全年数据

再与一致预测进行比较的方法，采用以下两种算法： 1、直接将一季报乘以4、中

报乘以2、三季报乘以4/3进行调整（算法1） 2、考虑到季节性因素对公司业绩的

影响，我们利用上市公司历史报表的单期利润占全年比对最新报告期数据进行调整

（算法2）  

 

重要指标说明  

超预期比率[算法1](%)  

=年化[算法1] / 全年一致预测 – 1  

超预期比率[算法2] (%)  

=年化[算法2] / 全年一致预测 – 1  

 

1.2.5.34 PEG 排行  

报表说明  

成长性是资本市场关注的永久主题，当我们使用PE已经筛选不出具备超额回报的投

资品种时，我们需要新的指标PEG的帮助。我们采用2种算法的PEG增强算法的实用

性，分别是最近12个月（ttm）PE除以未来一年净利润增长率、最近12个月（ttm）

PE除以未来两年复合净利润增长率。另外为了保证算法的有效性，我们增加了由用

户控制剔除微利股、确保预测机构家数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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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5 券商研究覆盖面比较  

报表说明  

本报表试图通过中国各券商投资评级与盈利预测对上市公司的覆盖面角度，全面的

展现各券商的研究力量与研究范围，并进行图形化比较。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现各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个数（从可比数据获取到的）、覆盖

的上市公司个数以及人均覆盖上市公司个数等指标；  

下方为比较图与明细数据，其中明细数据展示了汇总表中被选中的券商所有的

研究覆盖上市公司。  

 
关键指标说明  

一年内研究员个数  

一年内来源于某券商研究报告、投资评级与盈利预测数据所揭示的公司研究员个数。

一般而言，更多的研究员个数意味着该券商更具研究力量与实力。  

一年内研究公司总数  

某券商一年内所有的研究报告、投资评级与盈利预测覆盖的上市公司数量。一般而

言，更多的研究公司总数意味着该券商更具研究力量与实力。 

一年内人均研究公司数  

我们简单的把一年内研究公司总数除以一年内研究员个数，得出人均研究公司总数。

一般而言，更少的人均研究公司总数意味着该券商的研究更专注，单篇报告的质量

更高。  

最新评级时间  

我们在明细表中列示了最新评级时间，是该券商对于某上市公司最近一次刊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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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或者公布投资评级与盈利预测的时间。一般而言，越接近现时的研究报告或投

资评级盈利预测可能富含了更多的新基本面信息而从更值得关注。  

首次评级时间  

我们在明细表中列示了首次评级时间，是该券商对于某上市公司首次刊登研究报告

或者公布投资评级与盈利预测的时间。一般而言，我们总是更信任那些对于某上市

公司跟踪时间更长的券商，也就是首次评级时间越早的券商。 

 

1.2.5.36 证券研究员分布表  

报表说明  

对某只股票发布研究报告的机构数量反映了该股被市场主流资金关注的程度，本报

表统计了近6个月每只股票的评级机构数量。  

 

1.2.5.37 机构预测大全  

报表说明  

全面展示机构最新一次的评级和盈利预测明细数据。  

 

1.2.5.38 市场共识  

报表说明  

全面展示个股综合评级和一致预测数据和变化情况。  

 

1.2.6 发行分配 

1.2.6.1 发审委审核一览  

报表说明  

对证监会公布的发审委会议进行集中展示，关注新股发行，增发（不含定向增发），

配股，可转债，权证的过会情况，以及证券发行人的基本资料。  

 

1.2.6.2 发审委通过尚未实施再融资公司  

报表说明  

对目前市场中备受关注的发审委已过会但还未实施的再融资项目进行统计。 

  

1.2.6.3 新股发行  

报表说明  

对新股发行的详细信息进行整理展示，资料覆盖了新股发行流程中的各个环节的重

要信息。  

界面说明  

上方为数据表，显示新股发行的具体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对所选新股发行记录按行业进行统计，包括发行价，发行数量，

募资合计，发行市盈率，行业地域分布5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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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发行价格（网上申购价格）：  

新股的发行价。对于网上申购日仍未确定发行价格的，则显示网上申购时所需报价

（发行价格区间上限）。  

预测净利润（万元），盈利预测年度：  

招股说明书中对未来业绩所作出的预测数据，预测净利润为盈利预测年度当年数据。  

预计上市日期：  

招股说明书中对上市日的日程安排。 

  

1.2.6.4 新股发行传闻  

报表说明  

对市场中流传的关于新股发行的消息进行统计整理。  

重要指标说明  

状态：  

该新股发行的流程进度，对于非可靠消息来源的则标注为传闻。  

 

1.2.6.5 询价及网下发行资料  

报表说明  

网下询价的相关数据，包括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和累计投标结果三部分内容。 

  

1.2.6.6 初步询价结果  

报表说明  

新股发行前各类询价机构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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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 网下申购报价结果  

报表说明  

对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结果进行统计，显示投标中各个价位的申购数量及超额认购倍

数。  

 

1.2.6.8 首发增发获配机构统计  

报表说明  

对参与首发增发配售的机构进行统计，计算其参与配售次数，动用资金，获配金额，

获配股票最新参考市值，浮动盈亏等数据，揭示各家机构在打新，参与增发中的收

益情况。数据来自发行结果公告及行情信息。  

 
重要指标说明  

获配投入资金  

=获配股数*发行价格  

申购动用资金  

=获配投入资金+退款金额  

最新市值  

=获配股数*最新价格*持有期间复权因子  

 

1.2.6.9 首发增发获配机构明细  

报表说明  

统一展示上市公司融资（首发，增发）过程中机构获配的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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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0 分红  

报表说明  

统计显示已实施的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情况，包括送股，转增，派现3类方案。  

界面说明  

展示栏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各家公司在所选时间区间内实施的股利分配方案；  

 
重要指标说明  

送股比例：  

每1股送股数。  

转增比例：  

每1股转增股数。  

每股派息（税后）：  

每股获得现金的税后值，未公布税后值的按10%的税率计算（计税时包括送股部分，

历史记录使用当时实际税率）。  

股本基准日，基准股本：  

分配股利时所依据的基准日期和当日股本数据。  

 

1.2.6.11 分红预案  

报表说明  

统计显示所有公司在所选报告期的股利分配方案，包括送股，转增，派现3类方案

以及不进行股利分配的情况。  

界面说明  

展示栏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各家公司在所选时间区间内公布的股利分配方案

及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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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送股比例：  

每1股送股数。  

转增比例：  

每1股转增股数。  

每股派息（税后）：  

每股获得现金的税后值，未公布税后值的按10%的税率计算（计税时包括送股部分，

历史记录使用当时实际税率）。  

股本基准日，基准股本：  

分配股利时所依据的基准日期和当日股本数据。  

 

1.2.6.12 配股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已实施的配股项目进行统计，包括配股方案内容以及配售结果情况。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具体的配股方案；  

下方为统计表，对配股比例，配股价格，募资合计进行分行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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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3 配股预案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预计实施的配股项目进行统计，包括配股方案内容以及方案进度情况。  

界面说明  

展示栏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具体的配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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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4 增发（含定向增发）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已实施的增发项目（含定向增发）进行统计，包括增发方案内容以及发

行结果。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具体的增发方案和发行结果；  

下方为统计表，对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募资合计进行分行业统计。  

 
重要指标说明  

大股东认购比例：  

发行结果中，控股股东认购情况。  

是否整体上市：  

通过对增发股份所收购资产的评估，判断是否整体上市。一般的，增发后上市公司

拥有集团公司某一类别的全部业务，则视为整体上市。  

 

1.2.6.15 增发预案（含定向增发）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计划实施的增发项目（含定向增发）进行统计，包括增发方案内容以及

项目进展情况。  

 

界面说明  

展示栏显示的是明细表，显示具体的增发方案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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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大股东认购比例：  

发行结果中，控股股东认购情况。  

是否整体上市：  

通过对增发股份所收购资产的评估，判断是否整体上市。一般的，增发后上市公司

拥有集团公司某一类别的全部业务，则视为整体上市。  

 

1.2.6.16 定向增发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已实施的定向增发项目进行统计。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具体的定向增发方案；  

下方为统计表，对发行数量进行分行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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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大股东认购比例：  

发行结果中，控股股东认购情况。  

是否整体上市：  

通过对增发股份所收购资产的评估，判断是否整体上市。一般的，增发后上市公司

拥有集团公司某一类别的全部业务，则视为整体上市。  

定向基准日类型：  

确定定向增发价格所依据的基准日类型。  

实施价格相对基准价格比例：  

增发价格与依据定价基准日所确定的价格基准的比值。  

 

1.2.6.17 分离交易可转债发行预案  

报表说明  

对近期较受市场关注的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进行统计，本报表着重展示未实施的

分离交易转债的发行预案，以便于发掘其中包含的投资机会。  

重要指标说明  

权证发行规模：  

按照预案方案中所公布的债券发行规模和每张债券附认股权证数量计算得出的权证

发行总量。  

每张债券附认股权证数量：  

预案方案中所公布的每认购一张债券可获赠的认股权证数量，这些权证行权可获得

的股票数应进一步考虑行权比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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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8 分离交易可转债发行  

报表说明  

对近期较受市场关注的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进行统计，本报表着重展示已实施的

分离交易转债情况。包含相关债券和权证的重要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初始行权价，初始行权比例：  

债券发行时所确定的权证行权价和行权比例，该数据可能会因为股票价格的除权除

息而进行调整。  

行权起始日期，最后行权日：  

权证行权的时间区间，该区间为可行权时间的最大区间，中间可能会有部分日期不

能行权。  

最后交易日：  

该债券所附送权证能在交易所交易的最后日期。 
  

1.2.6.19 可转债发行预案  

报表说明  

上市公司拟发行可转债的情况统计，显示拟发行债券的利率，期限，方案进度等核

心数据以及回售，赎回，转股等各项条款。  

重要指标说明  

付息频率：  

上市公司每年支付债券利息的次数。  

赎回条款：  

发行方案中确定的上市公司可提前赎回债券权利的内容。  

回售条款：  

发行方案中确定的债券持有人可提前将债券回售给上市公司权利的内容。  

特别向下修正条款：  

发行方案中确定的在特定情况下，上市公司有权向下调整转债转股价的内容。  

转股条款：  

发行方案中确定的当正股价格因除权除息发生变动时，转债转股价的具体调整方案。  
 

1.2.6.20 可转债发行  

报表说明  

上市公司已发行的可转债的情况统计，显示已发行债券的利率，期限，信用等级等

核心数据以及回售，赎回，转股等各项条款和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重要指标说明  

付息频率：  

上市公司每年支付债券利息的次数。  

赎回条款：  

发行条款中上市公司可提前赎回债券权利的内容。  

回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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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条款中债券持有人可提前将债券回售给上市公司权利的内容。  

特别向下修正条款：  

发行条款中在特定情况下，上市公司有权向下调整转债转股价的内容。  

转股条款：  

发行条款中当正股价格因除权除息发生变动时，转债转股价的具体调整方案。  

补偿利率：  

发行条款中对持有转债到期没有转股的持有人的利息补偿。  

 

1.2.6.21 企债发行  

报表说明  

上市公司发行企业债情况，包含已发行企业债的利率，期限，规模等核心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付息频率：  

上市公司每次付息的时间间隔，Y1为1年，M6为六个月，依此类推。  

 

1.2.6.22 上市公司债券发行预案 

报表说明 

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预案信息。 

 

1.2.6.23 募集资金投向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IPO，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4中融资方式进行统计，显示所募集资金

的用途和所投入项目的进展情况。  

 

1.2.6.24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融资所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变更情况进行统计，并对比显示变更前后项

目情况。  

 

1.2.6.25 募资与派现对比  

报表说明  

将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融资所获得资金额与派发股利所使用资金额进行对比统计。  
 

重要指标说明  

派现/募资比：  

上市公司在所选时间段内派现总额/募资总额 

1.2.7 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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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 股权转让  

报表说明  

本报表记录所有上市公司披露的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股权转让的交易事项。包括转

让概况，交易双方基本情况，转让进度等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方案进度：  

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以股权过户或完成工商登记公告判断是否实施完成。  

 

1.2.7.2 收购兼并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收购兼并其他企业的情况进行统计，收购兼并判定标准：  

1.收购人一次性收购目标企业股份50％以上；  

2.收购人一次性收购目标企业股份不到50％，但合计持有该目标企业股份已在50％

以上；  

3.收购人已持目标企业股份50％以上，已处于绝对控股或母公司地位，再次收购目

标企业其余股份，最终达到持股100％，目标企业成为收购人的全资子公司。  

注：不含收购人原本持股数超过50%，再次收购未达到100%的情况。  

 

1.2.7.3 资产剥离  

报表说明  

统计上市公司披露的上市公司及关联企业将子公司、分公司整体从公司分离出

去，或者将固定资产、生产线剥离出去的交易行为。 

资产剥离判定标准：  

区别于资产置换(得到的对价是现金或短期证券)，而且通常在相关公告中会出

现“资产剥离”字样。 如果通过股权转让达到资产剥离的目的，则要看强调的重点

是股权还是该股权所对应的资产。强调股权的处理为股权转让，强调资产的处理为

资产剥离。  

 

1.2.7.4 资产交易  

报表说明 

 对涉及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产交易的交易事项进行统计，资产交易判定标准：  

指不以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为目的的其他资产的买卖，比如固定资产（厂房、设备、

流水线）、土地使用权、商标使用权等，其区别于收购兼并的重要特点是不取得目

标公司控制权。  

 

1.2.7.5 资产置换  

报表说明  

对所有涉及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产置换的交易事项进行统计，资产置换判定标准：  

包括但不限于非货币性的交易，交易双方互换的是非货币性资产，包括存货、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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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无形资产、股权投资以及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

资等。只会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称为补价）。  

 

重要指标说明  

置换甲方：  

特指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  

 

 

1.2.7.6 上市公司交叉持股明细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统计。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大

额度股票投资将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产生巨大影响。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的明细数据；  

下方为统计表，显示上表中所选上市公司持有的股票家数合计及市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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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持股市值：  

=截止报告期末的持股数量*截止报告期末股票价格。  

最新参考市值：  

=截止报告期末的持股数量*股票最新价格。  

 

1.2.7.7 上市公司证券投资统计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持有有价证券的情况进行统计。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大额度证券投资将对上

市公司财务数据产生巨大影响。  

界面说明  

上方为统计表，显示上市公司各类证券投资的市值合计；  

下方为明细表，上表中所选上市公司具体的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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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持股市值：  

=截止报告期末的持股数量*截止报告期末股票价格。  

最新参考市值：  

=截止报告期末的持股数量*股票最新价格。  

 

1.2.7.8 全球重大并购事件  

报表说明  

对新闻媒体披露的全球重大并购事件进行统计。没有可靠消息来源的信息在交易进

度中标记为“传言”。  

 

1.2.7.9 股权质押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股权质押情况进行统计。 

  

1.2.7.10 股权冻结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股权冻结情况进行统计。  

1.2.7.11 报告期末股权质押冻结情况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所披露的股权质押冻结情况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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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2 违规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受到国家级部门或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进

行统计。信息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告及相关部门或机构披露。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上市公司违规的具体情况；  

下方为统计表，对上市公司违规情况分行业进行统计。  

 
重要指标说明  

处罚金额：  

指针对上市公司的罚款，不包括对相关董监事，高管和一些涉及中介机构的罚金。 
  

1.2.7.13 诉讼仲裁  

报表说明  

对涉及上市公司相关、有明确要素的每个诉讼案件从起诉到终审判决过程的记录统

计，包括时间、对象（指诉讼双方）、金额、结果等数据。  

 

1.2.7.14 关联交易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公布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统计。不含上市公司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与

其他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含日常性（持续性)关联交易。  

 



 

98 
 

1.2.7.15 担保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披露的担保明细数据进行集中展示，超过相应额度的担保将对公司的稳

健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1.2.7.16 股东大会  

报表说明  

对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况进行集中展示。  

 

1.2.8 权证统计 

1.2.8.1 权证市场成交概况  

报表说明  

对每个交易日的权证市场的行情数据进行统计。  

 
重要指标说明  

成交量变化：  

=当日成交量—前一交易日成交量  

成交量变化率：  

=（当日成交量—前一交易日成交量）/前一交易日成交量  

 

1.2.8.2 阶段行情表现  

报表说明  

统计各只权证在所选时间区间内的行情数据，包括区间涨跌，区间涨跌幅，区间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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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区间成交量，区间成交金额，以及正股的对应数据。  

 

1.2.8.3 基本资料一览  

报表说明  

展示市场中权证的基本资料。 

重要指标说明  

行权方式：  

权证的行权方式按以下规则确定：若行权日为到期日则为欧式，若行权日为一段区

间(不管是否是在到期日前)为百慕大式，若行权日为存续期任一天则为美式。  

 

1.2.8.4 价值指标分析  

报表说明  

本报表对市场中权证的估值指标进行计算，并与正股行情对比显示，是投资权证的

重要参考。  

 

1.2.8.5 权证余额及变化  

报表说明  

对市场上的权证因发行，创设，注销，行权引起的份额数量变化进行统计。数据来

自交易所公布的权证份额及上市公司公告的持有人行权情况。  

重要指标说明  

流通在外权证份额：  

该权证在市场上可交易的数量，交易所公布数据。  

 

1.2.8.6 权证创设注销统计  

报表说明  

对各家证券公司创设、注销权证的情况进行统计  

重要指标说明  

创设余额  

=累计创设数量-累计注销数量。  

是否最新：  

券商最近一次创设/注销该权证的记录为“是”，其他为“否”。  

 

1.2.8.7 权证创设注销明细一览  

报表说明  

证券公司创设、注销权证的明细数据。 

重要指标说明  

创设余额  

=累计创设数量-累计注销数量。  

是否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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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最近一次创设/注销该权证的记录为“是”，其他为“否”。  

 

1.2.8.8 权证发行 

报表说明 

展示权证发行基本信息。 

 

1.2.8.9 即将到期权证 

报表说明 

展示即将到期权证的具体信息，帮助用户及时掌握行权等基本资料。 

 

1.2.9  股权分置改革 

1.2.9.1  股权分置改革一览  
报表说明  

展示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进度，内容概要。  

 

重要指标说明  

非流通股东股份送出率：  
=对价股份数量/股改前非流通股数量，非单纯送股方案则折算成纯送股方案后计算。  

非流通股比例：  
=股改前非流通股数量/股改前公司总股本 
 

1.2.9.2  股改方案修改  

报表说明  

展示上市公司股改详细方案及修改情况，并对修改前后的方案进行统计比较。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及变更情况；  

下方为统计表，对修改前后的方案进行分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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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说明  
非流通股东股份送出率：  
=对价股份数量/股改前非流通股数量，非单纯送股方案则折算成纯送股方案后计算。  

送达率：  

=对价股份数量/股改前公司流通股本 
 

1.2.9.3  股改阶段市场表现  

报表说明  

对公司股票在股改流程各个阶段的涨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抓住股改的投资机

会。 

 

1.2.9.4  股权分置改革日历  

报表说明  

展示各家公司股改中各阶段的关键日期，并对整个市场的股改进度进行统计。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各家公司的股改时间表；  

  下方为进度时间序列和统计图，显示整个市场的股改进展（根据实际情况，时

间序列以周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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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流通股东表决情况明细  

报表说明  

显示流通股东对股改方案的表决数据明细，并进行分类统计。 

  

界面说明  

上方为明细表，显示各家公司方案表决时流通股东的投票情况；  

下方为统计表，对流通股东的表决结果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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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  参与股改的非流通股东  

报表说明  

展示各家公司参与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据和股份性质
 

1.2.9.7  股改股东增持计划  

报表说明  

展示股改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的增持承诺的详细内容。  

 

重要指标说明  

  增持触发价格：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的股价下限，当股价低于此价格时将进行增持。 
 

1.2.9.8  股改股东增持实施  

报表说明  

展示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改中的增持承诺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在增持过程中，股价

变化情况。 

 

1.2.9.9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时间表  

报表说明  

统计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份上市时间及数量。  

界面说明  

上方为统计表，显示限售股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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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为明细表，显示上表所选时间上市的股份明细。  

 

1.2.9.10 A 股股票流通时间表  

报表说明  

对整个市场的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进行统计，揭示各个时间段限售上市给市场带来

的资金压力变化。  

界面说明  

上方为统计表，计算所选时间段内，上市股份数量及市值合计；  

下方为明细数据和统计图，直观展示限售上市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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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cel 插件 

1.3.1 机构版 EXCEL 数据插件的安装和更新 

1.3.1.1 安装机构版 EXCEL 数据插件及其简介 

机构版 EXCEL 数据插件是同花顺机构版终端的一个外挂模块，由于数据提取和更新需

要访问可能会需要获取当前的客户信息及相应的配置信息，所以需要在机构版启动的状态下

使用。当您登陆机构版客户终端并打开Microsoft Excel 程序之后，在顶层菜单上将出现“同

花顺”菜单项，并在工具栏中也出现“连接/断开、插入函数、历史行情、实时行情、财务

报表、自助报表、其他功能、插件帮助”等功能按钮（如果用户使用的Microsoft Excel 2007，

则只要点击EXCEL的加载项按钮就可以看到上述功能按钮），即表示您已成功进入同花顺机

构版终端提供的EXCEL 数据插件功能。机构版 EXCEL 数据插件由一组功能各异的模块构成，

核心模块包括上述的几个功能按钮：插入函数、历史行情向导、实时行情向导、财务报表向

导、自助报表、其他功能。每个模块都具有独立、完整的功能，从不同的角度帮助用户完成

单个数据或大批量数据的提取工作，是广大用户特定日常工作的最优解决方案。界面如下图

所示： 

 

 

 连接/断开功能用于启动或关闭Excel 与机构版终端的连接。该功能图标显示为

“√”，表示可以提取所居。该功能图标显示为“×”，表示连接断开，这时EXCEL 单元格

只记录了函数表达式，不执行数据提取和更新。启动EXCEL 时，默认的连接状态为“连接”， 

如果您希望停止数据提取，只需单击该按钮将状态切换为“×”即可。接下来的章节会

分别介绍插件的各个功能如何使用。 

 

1.3.1.2 修复机构版 EXCEL 数据插件 

如果您需要重新加载同花顺机构版 EXCEL 数据插件或者您当前的EXCEL 数据插件不是

最新版本，您可以通过本节所述方法进行修复和更新。首先关闭全部EXCEL 文件，然后登录

同花顺机构版终端，在同花顺机构版终端“工具”菜单上单击“修复EXCEL”，系统会自动

查找和下载最新EXCEL数据插件程序，并自动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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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插入函数功能 

该功能用于在既定单元格插入函数表达式，或者运算值。用户选定某个单元格后，单击

按钮，将出现待选指标树和“搜索函数”、“选择函数”的窗口（如图2.1）。

您可以通过指标树查找指标，也可以在“搜索函数”中输入指标中文名称或英文简称查找。

找到标的指标后，单击“确定”，进入“参数定义”窗口（如图2.2）。点击参数选择框后

面的按钮可以在EXCEL打开的sheet页中选定已有的单元格作为参数，但是您可以不设置任何

参数，直接“确定”，将该指标的函数表达式自动填充到已选定的单元格中，也可以设定指

标参数，直接输出运算值

 

图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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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1.3.3 历史行情向导 

这是一个快速提取历史行情数据的应用向导，生成结果是一个二维数据表。用户选定某

个单元格(默认输出行情数据的位置)，单击 按钮进入向导。本向导可以同时支

持股票、指数、基金、债券、权证等多品种历史行情数据的提取。考虑到数据提取效率，这

里不建议选定太多证券。全部操作由四步组成： 

a) 选择证券：用户可以在范围选择框中选择板块，再把需要的证券代码添加到选中框

中，也可以手动输入代码添加到选中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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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b) 选择指标：请参考左上角的设置说明。 

 
图3.2 

c) 设定时间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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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d) 设定输出格式 

 
图3.4 

 

图 4.2 设置输出格式 

 

1.3.4 财务报表向导 

财务报表 这是一个报表向导，可以最快速、最便捷地生成单公司若干报告期的财务报

表。单击该按钮进入向导，全部设置在一个界面内完成，程序会自动添加Sheet 页作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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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页。该向导目前只能识别股票代码，目前只能生成旧会计准则非金融类报表。随着新会

计准则的执行，我们会在2007 中报披露完成后添加新会计准则报表模板(一般企业、银行、

证券、保险)。考虑到数据提取效率，这里不建议选定太多证券。批量获取多个证券公司的

多张财务报表数据。考虑到数据提取效率，这里不建议选定太多证券。 

具体操作步骤如图所示，在股票列表中输入证券代码，选择要输出的报表，选择报告期，

选中报表类型，然后设置输出格式及数据单位，点击确定等待报表输出。 

 

1.3.5 自助报表功能 

这是同花顺 资讯在EXCEL 插件上的独创功能，是指标最完整、功能最强大的批量数据

提取工具。单击该按钮，程序将在EXCEL 界面左侧打开此功能模块。自助报表可生成数据包

括板块成分(系统板块或用户自定义板块)、日期、指标，可以单独插入一项指标或者同时插

入多项指标。执行多项指标同时插入时，要求这些指标具有相同参数（考虑到数据提取效率，

这里不建议选定太多指标）。 

 点击自助报表按钮后会在计算机左侧出现自助报表操作界面，其中包括自助输出板块、

自助输出指标、自助输出日期三部分，如下图所示： 



 

112 
 

 
图 6.1 自助报表 

1.3.6 其他功能 

其他功能包括“输出代码”、“输出日期”、“插入行情图”、“保存快照”、“定位

数组”。“输出代码”可以在指定单元格所在行(列)插入一组板块成分(系统板块或用户自

定义板块)；“输出日期”可以在指定单元格所在行(列)插入一组日期(日历日或交易日)；

“插入行情图”可以在EXCEL 中直接插入K 线图形；“保存快照”可以只保存工作表的数据，

去掉函数表达式。 

 

1.3.7 机构版 EXCEL 插件函数表达式 

由于本插件的主要功能是使用到了EXCEL函数表达式，插件总共自定义了2000多个函数，

用于提取各种证券数据，因此先来描述各个函数表达式，并简单介绍函数表达式的参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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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用户使用。 

机构版终端各交易品种数据浏览器指标在EXCEL中的函数表达式由“函数名”、“函数

参数”两部分组成: 

函数名的命名逻辑是“品种_指标类_指标名称”。“品种”即证券品种，其命名采用证

券英文名称的首字母：股票-S；权证-W；债券-B；可转债-CB；基金-F；指数-I。“指标类”

和“指标名称”采用指标英文简称或英文全称命名。在函数名添加“HX_”字符串前缀用于

表明是核新软件的函数命名，举例如下： 

股票->基本资料->股票简称：HX_S_Info_Name 

可转债->转债分析->已计息天数：HX_CB_Anal_AccruedDays 

函数参数涉及5 个常用变量，分别为：代码(Code)、日期(date)、报告期(ReportDate)、

类型参数(type)、指标编码(ItemsCode)。通常，每个指标都需要设置“代码”。在机构版

终端，证券代码可以是交易代码，也可以是同花顺代码（但是在EXCEL 函数表达式中目前只

支持同花顺代码格式，下一个版本会改进）。当使用交易代码时，由于交易代码是一串数字

(即整型数据)，在EXCEL 中可以直接引用，比如HX_ S_Share_Total (600000,” 2005-12-31”)。

当使用同花顺代码时，由于同花顺代码是一串字符串，在EXCEL 中必须用双引号引用，比如

HX_ S_Share_Total (“600000.SH”, ” 2005-12-31”)。日期参数，具体还可以分为交易

日(Date)、区间首日(Startdate)、区间尾日(Enddate)。机构版EXCEL 函数表达式支持3 种

常用的日期表述格式：YYYYMMDD 、YYYY-MM-DD、YYYY/MM/DD， 

其中整型表述方式(YYYYMMDD) 在EXCEL 中可以直接引用， 例如HX_ S_Share_Total 

(600000,20061231)；字符串格式(YYYY-MM-DD、YYYY/MM/DD) 在EXCEL 中必须 

带双引号引用，例如HX_ S_Share_Total (600000,”2006-12-31”)。报告期(Reportdate)

用来定义上市公司或基金公司对外披露的定期报告，因此Reportdate 只识别四个定期报告

截止日：年报(12 月31 日)、中报(6 月30 日)、一季报(3 月31 日)、三季报(9 月30日)。

例如2006 年年报，Reportdate=20061231。如果将报告期参数设置为任意日历日，系统将自

动向前找到临近的年报日期。类型参数(Type)是对指标的进一步描述和说明，不同指标的类

型参数具体指向的内容不同，使用中参考函数备注。指标编码(ItemsCode)主要应用于报表

科目，另有“编码表”。一般而言，函数表达式中的ThsCode、ItemsCode、ReportDate 必

须设置，系统不予默认，其他参数可以不设置，系统会自动将Date 默认为当前的机器日期、

Type 默认为1(特殊情况会在函数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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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股票 

1.3.7.1.1 基本资料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股票简称 hx_S_Info_Name (ThsCode)  

2 交易代码 hx_S_Info_Code(ThsCode)  

3 同花顺代码 hx_S_Info_ThsCode(ThsCode)  

4 ISIN代码 hx_S_Info_ISINCode(ThsCode)  

5 SEDOL代码 hx_S_Info_SEDOLCode(ThsCode)  

6 股票种类 hx_S_Info_StoTyp(ThsCode)  

7 公司名称 hx_S_Info_CompName(ThsCode)  

8 公司英文名称 hx_S_Info_CompNameEng(ThsCode)  

9 成立日期 hx_S_Info_Founddate(ThsCode)  

10 注册资本 hx_S_Info_Capital(ThsCode)  

11 法人代表 hx_S_Info_Chairman(ThsCode)  

12 经营范围 hx_S_Info_Business(ThsCode)  

13 证监会行业-

中文 

hx_S_Info_Industry_CSRC(ThsCod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门类行业 

2-次类行业(限制造

业) 

3-大类行业 

4-中类行业  

5-全部明细 

6-门类-次类 

14 证监会行业-

代码 

hx_S_Info_Industry_CSRCCode(ThsCode, TYPE_) nTYPE取值同上 

15  

 

 

 

 

同花顺行业-

中文 

 

 

 

 

 

hx_S_Info_Industry_GICS(ThsCod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一级行业 

2-二级行业 

3-三级行业 

4-四级行业 

5-一级行业英文 

6-二级行业英文 

7-三级行业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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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四级行业英文 

9-全部明细 

10-全部明细英文 

16 同花顺行业代

码-代码 

hx_S_Info_Industry_GICSCode(ThsCod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一级行业代码 

2-二级行业代码 

3-三级行业代码 

4-四级行业代码 

17 所属申万行业 hx_S_Info_Industry_SW(ThsCod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一级行业 

2-二级行业 

3-三级行业 

4-全部明细 

18 员工总数 hx_S_Info_Employee(ThsCode, RPTYear)  

19 省份 hx_S_Info_Province(ThsCode)  

20 城市 hx_S_Info_City(ThsCode)  

21 注册地址 hx_S_Info_Address(ThsCode)  

22 办公地址 hx_S_Info_Office(ThsCode)  

23 邮编 hx_S_Info_ZipCode(ThsCode)  

24 公司传真 hx_S_Info_Fax(ThsCode)  

25 公司电子邮件

地址 

hx_S_Info_Email(ThsCode)  

26 公司网站 hx_S_Info_Website(ThsCode)  

27 信息披露人 hx_S_Info_Discloser(ThsCode)  

28 公司发行证券

一览 

hx_S_Info_RelatedSecurity(ThsCode)  

 

1.3.7.1.2 股本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总股本 hx_S_Share_Total(ThsCode, DealDate)  

2 流通A股 hx_S_Share_LiqA(ThsCode, DealDate)  

3 限售A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A(ThsCode, DealDate)  

4 A股合计 hx_S_Share_TotalA (ThsCode, 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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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通B股 hx_S_Share_LiqB (ThsCode, DealDate)  

6 限售B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B (ThsCode, DealDate)  

7 B股合计 hx_S_Share_TotalB (ThsCode, DealDate)  

8 三板A股 hx_S_Share_OTCA (ThsCode, DealDate)  

9 三板B股 hx_S_Share_OTCB (ThsCode, DealDate)  

10 三板合计 hx_S_Share_TotalOTC (ThsCode, DealDate)  

11 香港上市股 hx_S_Share_H (ThsCode, DealDate)  

12 境外流通股 hx_S_Share_Oversea (ThsCode, DealDate)  

13 流通股合计 hx_S_Share_TotalTradable (ThsCode, DealDate)  

14 限售股合计 hx_S_Share_TotalRestricted (ThsCode, DealDate)  

15 股改前非流通

股 

hx_S_Share_NonTradable (ThsCode, DealDate)  

16 流通A股占总

股本比例 

hx_S_Share_LiqA_Pct (ThsCode, DealDate)  

17 流通B股占总

股本比例 

hx_S_Share_LiqB_Pct (ThsCode, DealDate)  

18 流通H股占总

股本比例 

hx_S_Share_LiqH_Pct (ThsCode, DealDate)  

19 流通股合计占

总股本比例 

hx_S_Share_Tradable_Pct (ThsCode, DealDate)  

20 股改限售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hx_S_Share_Restricted_Pct (ThsCode, DealDate)  

21 非流通股合计

占总股本比例 

hx_S_Share_NonTradable_Pct (ThsCode, DealDate)  

22 限售股份_国

家持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_Con (ThsCode, DealDate)  

23 限售股份_国

有法人持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_ConPer (ThsCode, 

DealDate) 
 

24 限售股份_其

他内资持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_Ods (ThsCode, DealDate)  

25 限售股份_境

内法人持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_Dlp (ThsCode, DealDate)  

26 限售股份_机 hx_S_Share_Restricted_IISIR (ThsCode, 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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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配售股份 

27 限售股份_境

内自然人持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_Dnp (ThsCode, DealDate)  

28 限售股份_外

资持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_Fsh (ThsCode, DealDate)  

29 限售股份_境

外法人持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_Flp (ThsCode, DealDate)  

30 限售股份_境

外自然人持股 

hx_S_Share_Restricted_Fnp (ThsCode, DealDate)  

 

1.3.7.1.3 股东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大股东名称 

 

 

 

 

 

 

hx_S_Holder_Nam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6- 第6名 

7- 第7名 

8- 第8名 

9- 第9名 

10- 第10名 

11- 前10名 

2  

 

 

 

 

大股东持股数

量 

 

 

 

 

 

 

 

hx_S_Holder_Quantity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6- 第6名 

7- 第7名 

8- 第8名 

9- 第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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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10名 

3 大股东持股比

例 

hx_S_Holder_Pct (ThsCode, DealDate) 同上 

4 大股东持股性

质 

hx_S_Holder_ShareCategory (ThsCode, DealDate) 同上 

5 前十大股东持

股比例合计 

hx_S_Holder_Top10Pct (ThsCode, DealDate)  

6 前十大股东持

股数量合计 

hx_S_Holder_Top10Quantity (ThsCode, DealDate)  

7  

 

 

 

 

 

流通股东名称 

 

 

 

 

 

 

 

 

hx_S_Holder_LiqNam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6- 第6名 

7- 第7名 

8- 第8名 

9- 第9名 

10- 第10名 

11- 前10名 

 

 

 

 

 

8 

 

 

 

 

 

流通股东持股

数 

 

 

 

 

 

 

hx_S_Holder_LiqQuantity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6- 第6名 

7- 第7名 

8- 第8名 

9- 第9名 

10- 第10名 

9 流通股东持股

股本性质 

hx_S_Holder_LiqShareCategory (ThsCode, DealDate) 同上 



 

119 
 

10 前十大流通股

东持股数量合

计 

 

hx_S_Holder_Top10LiqQuantity (ThsCode, DealDate) 
 

11 股东户数 hx_S_Holder_Num (ThsCode, DealDate)  

12 户均持股数 hx_S_Holder_AvgNum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流通股本 

2- 总股本 

13 户均持股比例 hx_S_Holder_AvgPct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14 相对上一报告

期户均持股比

例差 

hx_S_Holder_AvgPctChang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1.3.7.1.4 行情指标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日行情 

 

1 

 

收盘价 

 

hx_S_DQ_Close(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0- 不复权 

1- 后复权 

2- 前复权 

2 开盘价 hx_S_DQ_Open(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3 最高价 hx_S_DQ_High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4 最低价 hx_S_DQ_Low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5 前收盘价 hx_S_DQ_PreClos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6 涨跌 hx_S_DQ_Chang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7 涨跌幅 hx_S_DQ_PctChang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8 成交量 hx_S_DQ_Volum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9 成交额 hx_S_DQ_Amount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10 换手率 hx_S_DQ_Turn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区间行情 

11 区间收盘价 hx_S_PQ_Close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0- 不复权 

1- 后复权 

12 区间开盘价 hx_S_PQ_Open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nTYPE)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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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区间最高价 hx_S_PQ_High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nTYPE) 
同上 

14 区间最低价 hx_S_PQ_Low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nTYPE) 同上 

15 区间前收盘价 hx_S_PQ_PreClose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nTYPE) 
同上 

16 区间成交均价 hx_S_PQ_AvgPrice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17 区间涨跌 hx_S_PQ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18 区间涨跌幅 hx_S_PQ_PctChange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19 区间成交量 hx_S_PQ_Volume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20 区间成交额 hx_S_PQ_Amount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21 区间日均成交

量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22 区间日均成交

额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23 区间换手率 hx_S_PQ_Turn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24 区间日均换手

率 

hx_S_PQ_AvgTurn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25 相对大盘区间

涨跌幅 

hx_S_PQ_RelPctChange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上证指数 

2- 上证180  

3- 深证成指 

4- 深证100 

5- 沪深300 

26 区间交易天数 S_PQ_TradeDays (ThsCode, BeginDate,EndDate)  

 

1.3.7.1.5 估值指标 

# 指标名称 函数名称 备注 

1 市盈率(PE) hx_S_Val_PE (ThsCode, DealDate,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上证指数 

2- 上证180  

2 市盈率TTM hx_S_Val_PE_TTM (ThsCode)  

3 预测市盈率

(PE) 

hx_S_Val_EstP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 预测市盈率 hx_S_Val_EstPE_New (ThsCode, RPT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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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最新预

测) 

5 预测市盈率

(PE,未来12个

月) 

hx_S_Val_EstPE_FTM (ThsCode,DealDate)   

 

 

 

6 

 

 

 

历史PEG值 

 

 

 

 

hx_S_Val_PEG (ThsCode,DealDate,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当年年报增长率 

2- 当年1季*4较上

年年报增长率 

3- 当年中报*2较上

年年报增长率 

4- 当年3季*4/3较

上年年报增长率 

7 预测PEG值 hx_S_Val_EstPEG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8 市净率(PB) hx_S_Val_PB (ThsCode,DealDate,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1-前年年报 

2-上年年报 

3-当年一季 

4-当年中报 

5-当年三季 

8-当年年报 

10-最新年报(LYR) 

9-最新报告期(MRQ) 

9 市净率(PB,最

新) 

hx_S_Val_PB_New (ThsCode)   

10 市现率(PCF,

经营现金流) 

hx_S_Val_PCF_OCF (ThsCode,DealDate,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1-前年年报 

2-上年年报 

3-当年一季×4 

4-当年中报×2      

5-当年三季×4/3       

8-当年年报       

10-最新年报(LYR) 

7-上年三季×4/3 



 

122 
 

11 市现率(PCF,

现金净流量) 

hx_S_Val_PCF_NCF (ThsCode,DealDate,nType)  同上 

12 市销率(PS) hx_S_Val_PS (ThsCode,DealDate,nType) 同上 

13 总市值 hx_S_Val_MV (ThsCode,DealDate)  

14 总市值(证监

会算法) 

hx_S_Val_MV2 (ThsCode,DealDate)  

15 A股市值(含限

售股) 

hx_S_Val_AShrMarketValue2 (ThsCode,DealDate)  

16 A股市值(不含

限售股) 

hx_S_Val_AShrMarketValue4 (ThsCode,DealDate)  

17 B股市值(含限

售股,交易币

种) 

hx_S_Val_BShrMarketValue4 (ThsCode,DealDate)  

18 B股市值(含限

售股,折人民

币) 

hx_S_Val_BShrMarketValue3 (ThsCode,DealDate)  

19 股权价值 hx_S_Val_EV (ThsCode,DealDate)  

20 企业价值(含

货币资金) 

hx_S_Val_EV1 (ThsCode,DealDate)  

21 企业价值(剔

除货币资金) 

hx_S_Val_EV2 (ThsCode,DealDate)  

22 企业倍数

(EV2/EBITDA) 

hx_S_Val_EVtoEBITDA (ThsCode,DealDate)  

23 股息率(股票

获利率) 

hx_S_Val_DividendYield (ThsCode,DealDate)  

 

1.3.7.1.6 风险分析 

# 指标名称 函数名称 备注 

1 年化收益率(最

近 100 周) 

hx_S_Risk_AvgReturn (ThsCode,DealDate)  

2 年化收益率(最

近 24 个月) 

hx_S_Risk_AvgReturn2 (ThsCode,DealDate)  

3 年化收益率(最

近 60 个月) 

hx_S_Risk_AvgReturn3 (ThsCode,DealDate)  

4 年化波动率(最

近 100 周) 

hx_S_Risk_Stdev (ThsCode,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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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化波动率(最

近 24 个月) 

hx_S_Risk_Stdev2 (ThsCode,DealDate)   

6 年化波动率(最

近 60 个月) 

hx_S_Risk_Stdev3 (ThsCode,DealDate)  

7 Beta 值 (最近

100 周) 

(ThsCode,DealDate)  

8 Beta 值 (最近

24 个月) 

hx_S_Risk_Beta2 (ThsCode,DealDate)  

9 Beta 值 (最近

60 个月) 

hx_S_Risk_Beta3 (ThsCode,DealDate)  

10 流通 A 股市值 hx_S_Val_AShrMarketValue (ThsCode,DealDate)  

11 流通 B 股市值

(人民币) 

hx_S_Val_BShrMarketValue (ThsCode,DealDate)  

12 流通 B 股市值

(交易币种) 

hx_S_Val_BShrMarketValue2 (ThsCode,DealDate)  

 

1.3.7.1.7 盈利预测 

# 指标名称 函数名称 备注 

1 预测机构家

数 

hx_S_Est_InstNum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 预测每股收

益(综合值) 

hx_S_Est_E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 预测每股收

益最大值 

hx_S_Est_MaxE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 预测每股收

益最小值 

hx_S_Est_MinE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 预测每股收

益中值 

hx_S_Est_MedianE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 预测每股收

益标准差 

hx_S_Est_StdE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7 预测主营业

务收入 

hx_S_Est_Aer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8 预测主营业

务收入最大

值 

hx_S_Est_MaxSale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9 预测主营业

务收入最小

hx_S_Est_MinSale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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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0 预测主营业

务收入中值 

hx_S_Est_MedianSale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1 预测主营业

务收入标准

差 

hx_S_Est_StdSale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2 预测净利润

最大值 

hx_S_Est_MaxNet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3 预测净利润

最小值 

hx_S_Est_MinNet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4 预测净利润

中值 

hx_S_Est_MedianNet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5 预测净利润

标准差 

hx_S_Est_StdNet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6 预测每股现

金流(综合

值) 

hx_S_Est_AvgC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7 预测每股现

金流(最大

值) 

hx_S_Est_MaxC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8 预测每股现

金流(中值) 

hx_S_Est_MedianC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19 预测每股现

金流(标准

差) 

hx_S_Est_StdC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0 预测每股股

利(综合值) 

hx_S_Est_AvgD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1 预测每股股

利(最大值) 

hx_S_Est_MaxD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2 预测每股股

利(最小值) 

hx_S_Est_MinD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3 预测每股股

利(中值) 

hx_S_Est_MedianDPS(ThsCode, RPTYear,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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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预测每股股

利(标准差) 

hx_S_Est_StdD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5 预测息税前

利润(综合

值) 

hx_S_Est_AvgEB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6 预测息税前

利润(最大

值) 

hx_S_Est_MaxEB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7 预测息税前

利润(最小

值) 

hx_S_Est_MinEB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8 预测息税前

利润(中值) 

hx_S_Est_MedianEB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29 预测息税前

利润(标准

差) 

hx_S_Est_StdEB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0 预测息税折

旧摊销前利

润(综合值) 

hx_S_Est_AvgEBITD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1 预测息税折

旧摊销前利

润(最大值) 

hx_S_Est_MaxEBITD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2 预测息税折

旧摊销前利

润(最小值) 

hx_S_Est_MinEBITD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3 预测息税折

旧摊销前利

润(中值) 

hx_S_Est_MedianEBITD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4 预测息税折

旧摊销前利

润(标准差) 

hx_S_Est_StdEBITD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5 预测每股净

资产(综合

hx_S_Est_AvgB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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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6 预测每股净

资产(最大

值) 

hx_S_Est_MaxB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7 预测每股净

资产(最小

值) 

hx_S_Est_MinB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8 预测每股净

资产(中值) 

hx_S_Est_MedianB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39 预测每股净

资产(标准

差) 

hx_S_Est_StdBP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0 预测利润总

额(综合值) 

hx_S_Est_AvgEB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1 预测利润总

额(最大值) 

hx_S_Est_MaxEB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2 预测利润总

额(最小值) 

hx_S_Est_MinEB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3 预测利润总

额(中值) 

hx_S_Est_MedianEB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4 预测利润总

额(标准差) 

hx_S_Est_StdEB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5 预测总资产

收益率(综

合值) 

hx_S_Est_AvgRO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6 预测总资产

收益率(最

大值) 

hx_S_Est_MaxRO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7 预测总资产

收益率(最

小值) 

hx_S_Est_MinRO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48 预测总资产

收益率(中

hx_S_Est_MedianRO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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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49 预测总资产

收益率(标

准差) 

hx_S_Est_StdROA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0 预测净资产

收益率(综

合值) 

hx_S_Est_AvgRO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1 预测净资产

收益率(最

大值) 

hx_S_Est_MaxRO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2 预测净资产

收益率(最

小值) 

hx_S_Est_MinROE(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3 预测净资产

收益率(中

值) 

hx_S_Est_MedianRO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4 预测净资产

收益率(标

准差) 

hx_S_Est_StdRO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5 预测营业利

润(综合值) 

hx_S_Est_AvgOperating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6 预测营业利

润(最大值) 

hx_S_Est_MaxOperating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7 预测营业利

润(最小值) 

hx_S_Est_MinOperating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8 预测营业利

润(中值) 

hx_S_Est_MedianOperating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59 预测营业利

润(标准差) 

hx_S_Est_StdOperating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0 一月内主营

业务收入调

高家数 

hx_S_Est_Sales_upgrad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1 一月内主营 hx_S_Est_Sales_downgrad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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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调

低家数 

62 一月内主营

业务收入维

持家数 

hx_S_Est_Sales_maintain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3 一月内净利

润调高家数 

hx_S_Est_NetProfit_upgrad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4 一月内净利

润调低家数 

hx_S_Est_NetProfit_downgrade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5 一月内净利

润维持家数 

hx_S_Est_NetProfit_maintain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6 预测净利润

增长率 

hx_S_Est_YoYNet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7  预测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

率 

hx_S_Est_YoYSale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8 预测主营业

务收入(综

合值) 

hx_S_Est_Sales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69 预测净利润

(综合值) 

hx_S_Est_NetProfi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70 综合评级 hx_S_Est_Rating_Avg (ThsCode,DealDate)  

71 评级机构家

数 

hx_S_Est_Rating_InstNum (ThsCode,DealDate)  

72 一月内评级

调高家数 

hx_Est_S_Rating_upgrade (ThsCode,DealDate)  

73 一月内评级

调低家数 

hx_S_Est_Rating_downgrade (ThsCode,DealDate)  

74 一月内评级

维持家数 

hx_S_Est_Rating_maintain (ThsCode,DealDate)  

75 评级买入家

数 

hx_S_Est_Rating_NumOfBuy (ThsCode, DealDate)  

76 评级增持家 hx_S_Est_Rating_NumOfOutperform (ThsCode,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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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77 评级中性家

数 

hx_S_Est_Rating_NumOfHold(ThsCode,DealDate)  

78 评级减持家

数 

hx_S_Est_Rating_NumOfUnderperform(ThsCode,DealDate)  

79 评级卖出家

数 

hx_S_Est_Rating_NumOfSell(ThsCode,DealDate)  

80 预测每股收

益(明细值) 

hx_S_Est_EPS_Ins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INSTITUTION) 

INSTITUTION取值说

明： 见2.8小节机构

列表 

81 预测净利润

(明细值) 

S_Est_NetProfit_Ins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INSTITUTION) 

同上 

82 预测主营业

务收入(明

细值) 

hx_S_Est_Sales_Inst (ThsCode, RPTYear,DealDate, 

INSTITUTION) 

同上 

 

1.3.7.1.8 财务分析 

# 指标名称 函数名称 备注 

每股指标 

1 每股收益EPS-基本_新准

则 

hx_S_FA_EPS_basic (ThsCode, RPTDate)  

2 每股收益EPS-稀释_新准

则 

hx_S_FA_EPS_diluted(ThsCode, RPTDate)  

3 每股收益EPS-期末股本

摊薄_新准则 

hx_S_FA_EPS_diluted2 (ThsCode, RPTDate)  

4 每股收益EPS-最新股本

摊薄_新准则 

hx_S_FA_EPS_adjust (ThsCode, RPTDate)  

5 每股收益EPS(TTM)_新准

则 

hx_S_FA_EPS_TTM (ThsCode)  

6 每股净资产BPS_新准则 hx_S_FA_BPS (ThsCode, RPTDate)  

7 每股净资产BPS-最新股

本摊薄_新准则 

hx_S_FA_BPS_adjust (ThsCode, RPTDate)  

8 每股净资产BPS(最新公

告)_新准则 

hx_S_FA_BPS_new (Th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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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_新准则 

hx_S_FA_OCFPS (ThsCode, RPTDate)  

1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TTM)_新准

则 

hx_S_FA_OCFPS_TTM (ThsCode)  

11 每股营业总收入_新准则 hx_S_FA_GRPS (ThsCode, RPTDate)  

12 每股营业收入_新准则 hx_S_FA_ORPS (ThsCode, RPTDate)  

13 每股营业收入(TTM)_新

准则 

hx_S_FA_ORPS_TTM (ThsCode)  

14 每股资本公积_新准则 hx_S_FA_SurplusCapitalPS (ThsCode, RPTDate)  

15 每股盈余公积_新准则 hx_S_FA_surplusreservePS (ThsCode, RPTDate)  

16 每股未分配利润_新准则 hx_S_FA_UndistributedPS (ThsCode, RPTDate)  

17 每股留存收益_新准则 hx_S_FA_RetainedPS (ThsCode, RPTDate)  

18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_新准

则 

hx_S_FA_CFPS (ThsCode, RPTDate)  

19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

(TTM)_新准则 

hx_S_FA_CFPS_TTM (ThsCode)  

20 每股息税前利润_新准则 hx_S_FA_EBITPS (ThsCode, RPTDate)  

21 每股企业自由现金流量_

新准则 

hx_S_FA_FCFFPS (ThsCode, RPTDate)  

22 每股股东自由现金流量_

新准则 

hx_S_FA_FCFEPS (ThsCode, RPTDate)  

 衍生报表数据   

23 非经常性损益_新准则 hx_S_FA_Extraordinary (ThsCode, RPTDate)  

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_新准则 

hx_S_FA_DeductedProfit (ThsCode, RPTDate)  

25 毛利_新准则 hx_S_FA_GrossMargin (ThsCode, RPTDate)  

26 经营活动净收益_新准则 hx_S_FA_OperateIncome (ThsCode, RPTDate)  

27 价值变动净收益_新准则 hx_S_FA_InvestIncome (ThsCode, RPTDate)  

28 息税前利润EBIT_新准则 hx_S_FA_EBIT (ThsCode, RPTDate)  

2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_新准则 

hx_S_FA_EBITDA (ThsCode, RPTDate)  

30 全部投入资本_新准则 hx_S_FA_InvestCapital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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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营运资本_新准则 hx_S_FA_WorkingCapital (ThsCode, RPTDate)  

32 净营运资本_新准则 hx_S_FA_NetWorkingCapital (ThsCode, RPTDate)  

33 有形资产_新准则 hx_S_FA_TangibleAsset (ThsCode, RPTDate)  

34 留存收益_新准则 hx_S_FA_RetainedEarnings (ThsCode, RPTDate)  

35 带息债务_新准则 hx_S_FA_InterestDebt (ThsCode, RPTDate)  

36 净债务_新准则 hx_S_FA_NetDebt (ThsCode, RPTDate)  

37 无息流动负债_新准则 hx_S_FA_ExInterestDebt_current (ThsCode, 

RPTDate) 

 

38 无息非流动负债_新准则 hx_S_FA_ExInterestDebt_noncurrent (ThsCode, 

RPTDate) 

 

39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FCFF_

新准则 

hx_S_FA_FCFF (ThsCode, RPTDate)  

40 股权自由现金流量FCFE_

新准则 

hx_S_FA_FCFE (ThsCode, RPTDate)  

41 当期计提折旧与摊销_新

准则 

hx_S_FA_DA (ThsCode, RPTDate)  

42 营业总收入(TTM)_新准

则 

hx_S_FA_GR_TTM (ThsCode)  

43 营业总成本(TTM)_新准

则 

hx_S_FA_GC_TTM (ThsCode)  

44 营业收入(TTM)_新准则" hx_S_FA_OR_TTM (ThsCode)  

45 营业成本-非金融类

(TTM)_新准则 

hx_S_FA_cost_TTM (ThsCode)  

46 营业支出-金融类(TTM)_

新准则 

hx_S_FA_expense_TTM (ThsCode)  

47 毛利(TTM)_新准则 hx_S_FA_grossmargin_TTM (ThsCode)  

48 销售费用(TTM)_新准则 hx_S_FA_OperateExpense_TTM (ThsCode)  

49 管理费用(TTM)_新准则 hx_S_FA_AdminExpense_TTM (ThsCode)  

50 财务费用(TTM)_新准则  hx_S_FA_FinaExpense_TTM (ThsCode)  

51 资产减值损失(TTM)_新

准则 

hx_S_FA_Impairment_TTM (ThsCode)  

52 经营活动净收益(TTM)_

新准则 

hx_S_FA_OperateIncome_TTM (ThsCode)  

53 价值变动净收益(TTM)_ hx_S_FA_InvestIncome_TTM (Th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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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 

54 营业利润(TTM)_新准则 hx_S_FA_OP_TTM (ThsCode)  

55 营业外收支净额(TTM)_

新准则 

hx_S_FA_NonOperateProfit_TTM (ThsCode)  

56 息税前利润(TTM)_新准

则 

hx_S_FA_EBIT_TTM (ThsCode)  

57 利润总额(TTM)_新准则 hx_S_FA_EBT_TTM (ThsCode)  

58 净利润(TTM)_新准则 hx_S_FA_Profit_TTM (ThsCode)  

5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TTM)_新准则 

hx_S_FA_NetProfit_TTM (ThsCode)  

6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TTM)_新准则 

hx_S_FA_SalesCashIn_TTM (ThsCode)  

61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TTM)_新准则 

hx_S_FA_OperateCashFlow_TTM (ThsCode)  

62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TTM)_新准则 

hx_S_FA_InvestCashFlow_TTM (ThsCode)  

63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TTM)_新准则 

hx_S_FA_FinanceCashFlow_TTM (ThsCode)  

64 现金净流量(TTM)_新准

则 

hx_S_FA_CashFlow_TTM (ThsCode)  

65 资产总计(MRQ)_新准则 hx_S_FA_Asset_MRQ (ThsCode)  

66 负债合计(MRQ)_新准则 hx_S_FA_Debt_MRQ (ThsCode)  

67 股东权益(MRQ)_新准则 hx_S_FA_TotalEquity_MRQ (ThsCode)  

6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MRQ)_新准则 

hx_S_FA_Equity_MRQ (ThsCode)  

6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最新公告)_新准则" 

hx_S_FA_Equity_New (ThsCode)  

盈利能力 

70 净资产收益率ROE_新准

则 

hx_S_FA_ROE (ThsCode, RPTDate)  

71 净资产收益率ROE-扣除

非经常损益_新准则 

hx_S_FA_ROE_deducted (ThsCode, RPTDate)  

72 净资产收益率ROE-增发 hx_S_FA_ROE_Avg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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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_新准则 

73 总资产净利润ROA_新准

则 

hx_S_FA_ROA (ThsCode, RPTDate)  

74 总资产报酬率ROA_新准

则 

hx_S_FA_ROA2 (ThsCode, RPTDate)  

75 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_新

准则 

hx_S_FA_ROIC (ThsCode, RPTDate)  

76 年化净资产收益率_新准

则 

hx_S_FA_ROIC_yearly (ThsCode, RPTDate)  

77 年化总资产净利率_新准

则 

hx_S_FA_ROA_yearly (ThsCode, RPTDate)  

78 年化总资产报酬率_新准

则 

hx_S_FA_ROA2_yearly (ThsCode, RPTDate)  

79 销售净利率_新准则 hx_S_FA_NetProfitMargin (ThsCode, RPTDate)  

80 销售毛利率_新准则 hx_S_FA_GrossProfitMargin (ThsCode, RPTDate)  

81 销售成本率_新准则 hx_S_FA_COGStoSales (ThsCode, RPTDate)  

82 销售期间费用率_新准则 hx_S_FA_ExpensetoSales (ThsCode, RPTDate)  

83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_新

准则 

hx_S_FA_ProfittoGR (ThsCode, RPTDate)  

84 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_

新准则 

hx_S_FA_OPtoGR (ThsCode, RPTDate)  

85 息税前利润／营业总收

入_新准则 

hx_S_FA_EBITtoGR (ThsCode, RPTDate)  

86 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

入_新准则 

hx_S_FA_GCtoGR (ThsCode, RPTDate)  

87 营业费用／营业总收入_

新准则 

hx_S_FA_OperateExpensetoGR (ThsCode, 

RPTDate) 

 

88 管理费用／营业总收入_

新准则 

hx_S_FA_AdminExpensetoGR (ThsCode, RPTDate)  

89 财务费用／营业总收入_

新准则 

hx_S_FA_FinaExpensetoGR (ThsCode, RPTDate)  

90 资产减值损失／营业总

收入_新准则 

hx_S_FA_ImpairtoGR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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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净资产收益率ROE(TTM)_

新准则 

hx_S_FA_ROE_TTM(ThsCode)  

92 总资产净利率ROA(TTM)_

新准则 

hx_S_FA_ROA_TTM (ThsCode)  

93 总资产报酬率ROA(TTM)_

新准则 

hx_S_FA_ROA2_TTM (ThsCode)  

94 销售净利率(TTM)_新准

则 

hx_S_FA_NetProfitMargin_TTM (ThsCode)  

96 销售毛利率(TTM)_新准

则 

hx_S_FA_GrossProfitMargin_TTM (ThsCode)  

97 销售期间费用率(TTM)_

新准则 

hx_S_FA_ExpensetoSales_TTM (ThsCode)  

98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TTM)_新准则 

hx_S_FA_ProfittoGR_TTM (ThsCode)  

99 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

(TTM)_新准则 

hx_S_FA_OPtoGR_TTM (ThsCode)  

100 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

入(TTM)_新准则 

hx_S_FA_GCtoGR_TTM (ThsCode)  

101 营业费用／营业总收入

(TTM)_新准则 

hx_S_FA_OperateExpensetoGR_TTM (ThsCode)  

102 管理费用／营业总收入

(TTM)_新准则 

hx_S_FA_AdminExpensetoGR_TTM (ThsCode)  

103 财务费用／营业总收入

(TTM)_新准则 

hx_S_FA_FinaExpensetoGR_TTM (ThsCode)  

104 资产减值损失／营业总

收入(TTM)_新准则 

hx_S_FA_ImpairtoGR_TTM (ThsCode)  

收益质量 

105 经营活动净收益／利润

总额_新准则 

hx_S_FA_OperateIncometoEBT (ThsCode, 

RPTDate) 

 

106 价值变动净收益／利润

总额_新准则 

hx_S_FA_InvestIncometoEBT (ThsCode, RPTDate)  

107 营业外收支净额／利润

总额_新准则 

hx_S_FA_NonOperateProfittoEBT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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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所得税／利润总额_新准

则 

hx_S_FA_TaxtoEBT (ThsCode, RPTDate)  

109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

利润／净利润_新准则 

hx_S_FA_DeductedProfittoProfit (ThsCode, 

RPTDate) 

 

110  经营活动净收益／利润

总额(TTM)_新准则 

hx_S_FA_OperateIncometoEBT_TTM (ThsCode, 

RPTDate) 

 

111  价值变动净收益／利润

总额(TTM)_新准则 

hx_S_FA_InvestIncometoEBT_TTM (ThsCode, 

RPTDate) 

 

112  营业外收支净额／利润

总额(TTM)_新准则 

hx_S_FA_NonOperateProfittoEBT_TTM (ThsCode, 

RPTDate) 

 

现金流量 

113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营业收入_新准

则 

hx_S_FA_SalesCashIntoOR (ThsCode, RPTDate)  

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营业收入_新准

则 

hx_S_FA_OCFtoOR (ThsCode, RPTDate)  

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经营活动净收

益_新准则 

hx_S_FA_OCFtoOperateIncome (ThsCode, 

RPTDate) 

 

116  资本支出／折旧和摊销_

新准则 

hx_S_FA_CapitalizedtoDA (ThsCode, RPTDate)  

11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营业收入

(TTM)_新准则 

hx_S_FA_SalesCashIntoOR_TTM (ThsCode)  

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营业收入

(TTM)_新准则 

hx_S_FA_OCFtoOR_TTM(ThsCode)  

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经营活动净收

益(TTM)_新准则 

hx_S_FA_OCFtoOperateIncome_TTM(ThsCode)  

资本结构 

120  资产负债率_新准则 hx_S_FA_DebtToAssets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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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权益乘数_新准则 hx_S_FA_AssetsToEquity (ThsCode, RPTDate)  

122  流动资产／总资产_新准

则 

hx_S_FA_CAtoAssets (ThsCode, RPTDate)  

123  非流动资产／总资产_新

准则 

hx_S_FA_NCAtoAssets (ThsCode, RPTDate)  

124  有形资产／总资产_新准

则 

hx_S_FA_TangibleAssetstoAssets (ThsCode, 

RPTDate) 

 

12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全部投入资本_新准则 

hx_S_FA_EquitytoTotalCapital (ThsCode, RPTDate)  

126  带息债务／全部投入资

本_新准则 

hx_S_FA_InterestDebttoTotalCapital (ThsCode, 

RPTDate) 

 

127  流动负债／负债合计_新

准则 

hx_S_FA_CurrentDebttoDebt (ThsCode, RPTDate)  

128  非流动负债／负债合计_

新准则 

hx_S_FA_LongDebtoDebt (ThsCode, RPTDate)  

偿债能力 

129  保守速动比率_新准则 hx_S_FA_CashRatio (ThsCode, RPTDate)  

130  产权比率(负债合计／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_

新准则 

hx_S_FA_DebtToEquity (ThsCode, RPTDate)  

13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负债合计_新准则 

hx_S_FA_EquitytoDebt (ThsCode, RPTDate)  

13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带息债务_新准则 

hx_S_FA_EquitytoInterestDebt (ThsCode, RPTDate)  

133  有形资产／负债合计_新

准则 

hx_S_FA_TangibleAssettoDebt (ThsCode, RPTDate)  

134  有形资产／带息债务_新

准则 

hx_S_FA_TangibleAssettoInterestDebt (ThsCode, 

RPTDate) 

 

135  有形资产／净债务_新准

则 

hx_S_FA_TangibleAssettoNetDebt (ThsCode, 

RPTDate) 

 

13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负债合计_新准则 

hx_S_FA_EBITDAtoDebt (ThsCode, RPTDate)  

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hx_S_FA_OCFtoDebt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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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负债合计_新准

则 

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带息债务_新准

则 

hx_S_FA_OCFtoInterestDebt (ThsCode, RPTDate)  

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流动负债_新准

则 

hx_S_FA_OCFtoShortDebt (ThsCode, RPTDate)  

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净债务_新准则 

hx_S_FA_OCFtoNetDebt (ThsCode, RPTDate)  

141  已获利息倍数(EBIT／利

息费用)_新准则 

hx_S_FA_EBITtoInterest (ThsCode, RPTDate)  

142  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比

率_新准则 

hx_S_FA_LongDebttoWorkingCapital (ThsCode, 

RPTDate) 

 

营运能力 

143  营业周期_新准则 hx_S_FA_Turndays (ThsCode, RPTDate)  

144  存货周转天数_新准则 hx_S_FA_InvTurndays (ThsCode, RPTDate)  

145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_新准

则 

hx_S_FA_ARTurnDays (ThsCode, RPTDate)  

146  存货周转率_新准则 hx_S_FA_InvTurn (ThsCode, RPTDate)  

147  应收账款周转率_新准则 hx_S_FA_ARTurn (ThsCode, RPTDate)  

148  流动资产周转率_新准则 hx_S_FA_CATurnThsCode, RPTDate)  

149  固定资产周转率_新准则 hx_S_FA_FATurn (ThsCode, RPTDate)  

150  总资产周转率_新准则 hx_S_FA_AssetsTurn (ThsCode, RPTDate)  

成长能力 

151  基本每股收益％_新准则 hx_S_FA_YoYEPS_Basic (ThsCode, RPTDate)  

152  稀释每股收益％_新准则 hx_S_FA_YoYEPS_Diluted (ThsCode, RPTDate)  

15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_新准则 

hx_S_FA_YoYOCFPS (ThsCode, RPTDate)  

154  营业利润％_新准则 hx_S_FA_YoYOP (ThsCode, RPTDate)  

155  利润总额％_新准则 hx_S_FA_YoYEBT (ThsCode, RPTDate)  

15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_新准则 

hx_S_FA_YoYNetProfit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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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扣除非经常损益％_

新准则 

hx_S_FA_YoYNetProfit_deducted (ThsCode, 

RPTDate) 

 

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_新准则 

hx_S_FA_YoYOCF (ThsCode, RPTDate)  

159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_

新准则 

hx_S_FA_YoYROE (ThsCode, RPTDate)  

160  每股净资产％_新准则 hx_S_FA_YoYBPS (ThsCode, RPTDate)  

161  资产总计％_新准则 hx_S_FA_YoYAssets (ThsCode, RPTDate)  

16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_新准则 

hx_S_FA_YoYEquity (ThsCode, RPTDate)  

163  营业总收入(N年,增长

率)_新准则 

hx_S_Growth_GR (ThsCode, RPTDate, N_) N_表示N

年参数，

取大于0

的数字 

164  营业总成本(N年,增长

率)_新准则 

hx_S_Growth_GC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65  营业收入(N年,增长率)_

新准则 

hx_S_Growth_OR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66  营业利润(N年,增长率)_

新准则 

hx_S_Growth_OP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67  经营活动净收益(N年,增

长率)_新准则 

hx_S_Growth_OperateIncome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68  价值变动净收益(N年,增

长率)_新准则 

hx_S_Growth_InvestIncome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69  利润总额(N年,增长率)_

新准则 

hx_S_Growth_EBT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70  净利润(N年,增长率)_新

准则 

hx_S_Growth_Profit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7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N年,增长率)_新准则 

hx_S_Growth_NetProfit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7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扣除非经常损益(N

hx_S_Growth_NetProfit_deducted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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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率)_新准则 

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N年,增长率)_新

准则 

hx_S_Growth_OCF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74  资产总计(N年,增长率)_

新准则 

hx_S_Growth_assets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75  股东权益(N年,增长率)_

新准则 

hx_S_Growth_TotalEquity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7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N年,增长率)_新准则 

hx_S_Growth_equity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77  销售利润率(N年,增长

率)_新准则 

hx_S_Growth_ProfittoSales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78  净资产收益率(N年,增长

率)_新准则 

hx_S_Growth_ROE (ThsCode, RPTDate, N_) 同上 

 

1.3.7.1.9 财务报表（新准则） 

财政部于2006 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我们称修订后的准则为“新准则”，修订

前的准则为“旧准则”。机构版提供了两套报表函数hx_S_Stm 和hx_S_Stm07。hx_S_Stm 是

旧准则报表函数，用来提取2006 年报及以前上市公司公布的原始三大报表。hx_S_Stm07 是

新准则报表函数，用来提取2007年上市公司执行新准则之后公布的原始报表，以及2006 年

报以前旧准则报表调至新准则框架下的调整数。本节所述报表函数适用于提取一组公司个别

财务数据的情况，如果用户想提取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使用财务报表

向导将更加快速和便捷。 

# 指标名称 函数名 备注 

1   

 

 

 

 

 

 

 

 

 

 

 

 

 

 

 

 

 

 

 

ItemCode的取值

详见本小节后面对

应的编码表； 

RPTType的取值说

明： 

1- 合并报表 

2- 母公司报表 

3- 合并报表(调

整) 

4- 母公司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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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业-利润表 hx_S_Stm07_CIS(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调整) 

UNIT表示单位，取

值说明： 

1- 元 

2- 千元 

3- 万元 

4- 百万元 

5- 亿元 

6- 十亿元 

2  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 hx_S_Stm07_C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3  一般企业-现金流量表 hx_S_Stm07_C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4  一般企业-利润表单季度 hx_S_QStm07_C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5  一般企业-现金流量表单

季度 

hx_S_QStm07_C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6  商业银行-利润表 hx_S_Stm07_B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7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hx_S_Stm07_B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8  商业银行-现金流量表 hx_S_Stm07_B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9  商业银行-利润表单季度 hx_S_QStm07_B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0  商业银行-现金流量表单

季度 

hx_S_QStm07_B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1  证券公司-利润表 hx_S_Stm07_S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2  证券公司-资产负债表 hx_S_Stm07_S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3  证券公司-现金流量表 hx_S_Stm07_S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4  证券公司-利润表单季度 hx_S_QStm07_S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5  证券公司-现金流量表单

季度 

hx_S_QStm07_S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6  保险公司-利润表 hx_S_Stm07_I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7  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 hx_S_Stm07_I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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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保险公司-现金流量表 hx_S_Stm07_I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19  保险公司-利润表单季度 hx_S_QStm07_I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20  保险公司-现金流量表单

季度 

hx_S_QStm07_I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21  财务报告披露日期 hx_S_Stm_IssuingDate(ThsCode, RPTDate)  

 

1.3.7.1.9.1 一般企业编码表 

其中单季度指标的编码表与普通编码表一致。 

 利润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CIS(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hx_S_QStm07_C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营业总收入 1 

营业收入 2 

利息收入 3 

已赚保费 4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 

营业总成本 6 

营业成本 7 

利息支出 8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9 

退保金 10 

赔付支出 11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12 

保户红利支出 13 

分保费用 14 

营业税费 15 

销售费用 16 

管理费用 17 

财务费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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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19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20 

投资净收益 21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2 

汇兑净收益 23 

营业利润 24 

营业外收入 25 

营业外支出 26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27 

利润总额 28 

所得税 29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30 

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 31 

少数股东损益 32 

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33 

基本每股收益 34 

稀释每股收益 35 

 

 资产负债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C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货币资金 1 

结算备付金 2 

拆出资金 3 

交易性金融资产 4 

应收票据 5 

应收账款 6 

预付款项 7 

应收保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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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分保账款 9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10 

应收利息 11 

其他应收款 12 

应收股利 1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 

存货 15 

消耗性生物资产 1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7 

待摊费用 18 

其他流动资产 19 

流动资产合计 20 

发放贷款及垫款 2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2 

持有至到期投资 23 

长期应收款 24 

长期股权投资 25 

投资性房地产 26 

固定资产 27 

在建工程 28 

工程物资 29 

固定资产清理 30 

生产性生物资产 31 

油气资产 32 

无形资产 33 

开发支出 34 

商誉 35 

长期待摊费用 3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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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 38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  

资产总计 40  

短期借款 41  

向中央银行借款 42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43  

拆入资金 44  

交易性金融负债 45  

应付票据 46  

应付账款 47  

预收账款 4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9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50  

应付职工薪酬 51  

应交税费 52  

应付利息 53  

其他应付款 54  

应付分保账款 55  

保险合同准备金 56  

代理买卖证券款 57  

代理承销证券款 5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9  

应付股利 60  

预提费用 61  

递延收益 62  

应付短期债券 63  

其他流动负债 64  

流动负债合计 65  

长期借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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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债券 67  

长期应付款 68  

专项应付款 69  

预计负债(07准则-一般企业) 70  

递延所得税负债 71  

递延收益-非流动负债 72  

其他非流动负债 73  

非流动负债合计 74  

负债合计 75  

股本 76  

资本公积金 77  

库存股 78  

盈余公积金 79  

一般风险准备 80  

未分配利润 8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82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83  

少数股东权益 84  

股东权益合计(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85  

股东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 86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87  

其他应收款 88  

应收保费 89  

预计负债 90  

 

 现金流量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C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hx_S_QStm07_C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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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税费返还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  

支付的各项税费 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14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19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3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2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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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0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3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  

净利润 39  

资产减值准备 40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

生物资产折旧 

41  

无形资产摊销 42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43  

待摊费用减少 44  

预提费用增加 4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的损失 

46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47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48  

财务费用 49  

投资损失 5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51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52  

存货的减少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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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5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55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07准则-一般企业-

补充资料) 

56  

其他 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7准则-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58  

债务转为资本 59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60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61  

现金的期末余额 62  

现金的期初余额 63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64  

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65  

间接法-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  

 

1.3.7.1.9.2 商业银行编码表 

其中单季度指标的编码表与普通编码表一致。 

 利润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B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hx_S_QStm07_B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营业收入 1  

利息净收入 2  

利息收入 3  

利息支出 4  

手续费净收入 5  

手续费收入 6  

手续费支出 7  

投资净收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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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9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10  

汇兑净收益 11  

其他业务净收益 12  

营业支出及损失 13  

营业税费 14  

管理费用 15  

资产减值损失 16  

营业利润 17  

营业外收入 18  

营业外支出 19  

利润总额 20  

所得税 21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22  

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 23  

少数股东损益 24  

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25  

基本每股收益 26  

稀释每股收益 27  

 

 资产负债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B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  

存放同业和其它金融机构款项 2  

贵金属 3  

拆出资金 4  

交易性金融资产 5  

衍生金融资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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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  

应收利息 8  

发放贷款及垫款 9  

代理业务资产 1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  

持有至到期投资 12  

长期股权投资 13  

应收款项类投资 14  

固定资产 15  

无形资产 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  

投资性房地产 18  

其他资产 19  

资产总计 20  

同业和其它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21  

向中央银行借款 22  

拆入资金 23  

交易性金融负债 24  

衍生金融负债 2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6  

吸收存款 27  

应付职工薪酬 28  

应交税费 29  

应付利息 30  

代理业务负债 31  

应付债券 32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  

预计负债 34  

其他负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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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36  

股本 37  

资本公积金 38  

库存股 39  

盈余公积金 40  

未分配利润 41  

一般风险准备 4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43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44  

少数股东权益 45  

股东权益合计(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46  

股东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 47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48  

 

 现金流量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B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hx_S_QStm07_B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1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2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3  

收取利息和手续费净增加额 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7  

存放央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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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2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2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5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  

净利润 38  

资产减值准备 39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

性生物资产折旧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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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摊销 4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42  

待摊费用减少 43  

预提费用增加 4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的损失 

45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46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47  

财务费用 48  

投资损失 49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50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51  

存货的减少 52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5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54  

其他 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  

债务转为资本 57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58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59  

现金的期末余额 60  

现金的期初余额 61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62  

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63  

间接法-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4  

 

1.3.7.1.9.3 证券公司编码表 

其中单季度指标的编码表与普通编码表一致。 

 利润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S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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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x_S_QStm07_S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营业收入 1  

手续费净收入 2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3  

证券承销业务净收入 4  

委托管理资产业务净收入 5  

利息净收入 6  

投资净收益 7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8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9  

汇兑净收益 10  

其他业务收入 11  

营业支出及损失 12  

营业税费 13  

管理费用 14  

资产减值损失 15  

其他业务成本 16  

营业利润 17  

营业外收入 18  

营业外支出 19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20  

利润总额 21  

所得税 22  

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 23  

少数股东损益 24  

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25  

基本每股收益 26  

稀释每股收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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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28  

 

 资产负债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S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货币资金 1  

客户资金存款 2  

结算备付金 3  

客户备付金 4  

拆出资金 5  

交易性金融资产 6  

衍生金融资产 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  

应收利息 9  

存出保证金 10  

代理业务资产 1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  

持有至到期投资 13  

长期股权投资 14  

固定资产 15  

无形资产 16  

交易席位费 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投资性房地产 19  

其他资产 20  

资产总计 21  

短期借款 22  

质押借款 23  

拆入资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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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 25  

衍生金融负债 2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7  

代理买卖证券款 28  

代理承销证券款 29  

应付职工薪酬 30  

应交税费 31  

应付利息 32  

代理业务负债 33  

长期借款 34  

应付债券 35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  

预计负债 37  

其他负债 38  

负债合计 39  

股本 40  

资本公积金 41  

库存股 42  

盈余公积金 43  

未分配利润 44  

一般风险准备 4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46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47  

少数股东权益 48  

股东权益合计(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49  

股东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 50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51  

 

 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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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S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hx_S_QStm07_S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1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2  

收取利息和手续费净增加额 3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4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  

支付的各项税费 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9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3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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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2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  

净利润 36  

资产减值准备 37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

性生物资产折旧 

38  

无形资产摊销 39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40  

待摊费用减少 41  

预提费用增加 4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的损失 

43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44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45  

财务费用 46  

投资损失 47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48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49  

存货的减少 5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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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52  

其他 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  

债务转为资本 55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56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57  

现金的期末余额 58  

现金的期初余额 59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60  

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61  

间接法-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  

 

1.3.7.1.9.4 保险公司编码表 

其中单季度指标的编码表与普通编码表一致。 

 利润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I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hx_S_QStm07_I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营业收入 1  

已赚保费 2  

保费总收入 3  

分保费收入 4  

分出保费 5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6  

投资净收益 7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8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9  

汇兑净收益 10  

其他业务收入 11  

营业支出及损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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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金 13  

赔付总支出 14  

摊回赔付支出 15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16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17  

保户红利支出 18  

分保费用 19  

营业税费 20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1  

管理费用 22  

摊回分保费用 23  

其他业务成本 24  

资产减值损失 25  

营业利润 26  

营业外收入 27  

营业外支出 28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29  

利润总额 30  

所得税 31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32  

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 33  

少数股东损益 34  

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35  

基本每股收益 36  

稀释每股收益 37  

 

 资产负债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I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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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1  

拆出资金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3  

衍生金融资产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  

应收保费 6  

应收利息 7  

应收代位追偿款 8  

应收分保账款 9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0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11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12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3  

保户质押贷款 1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  

持有至到期投资 16  

长期股权投资 17  

存出资本保证金 18  

固定资产 19  

无形资产 20  

独立账户资产 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  

投资性房地产 23  

定期存款 24  

其他资产 25  

资产总计 26  

短期借款 27  

拆入资金 28  

交易性金融负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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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3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1  

预收保费 32  

应付手续费 33  

应付分保账款 34  

应付职工薪酬 35  

应交税费 36  

应付利息 37  

应付赔付款 38  

应付保单红利 39  

存入保证金 40  

保户储金 41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42  

未决赔款准备金 43  

寿险责任准备金 44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45  

长期借款 46  

应付债券 47  

独立账户负债 48  

递延所得税负债 49  

预计负债 50  

其他负债 51  

负债合计 52  

股本 53  

资本公积金 54  

盈余公积金 55  

未分配利润 56  

库存股 57  

一般风险准备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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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59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60  

少数股东权益 61  

股东权益合计(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62  

股东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 63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64  

 

 现金流量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07_I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hx_S_QStm07_I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科目名称             ItemCode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1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  

支付赔付款项的现金 5  

支付手续费的现金 6  

支付的各项税费 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1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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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1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2  

保户储金净增加额 2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2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  

净利润 35  

资产减值准备 36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

性生物资产折旧 

37  

无形资产摊销 38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9  

待摊费用减少 40  

预提费用增加 4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的损失 

4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43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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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45  

投资损失 46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47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48  

存货的减少 4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5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51  

其他 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  

债务转为资本 54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55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56  

现金的期末余额 57  

现金的期初余额 58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59  

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60  

间接法-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1.3.7.1.10 报表附注 

# 指标名称 函数名称 备注 

1  存货项目明细 hx_S_StmNote_Inv(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取值参

考存货项目编码表 

2  应收帐款明细 hx_S_StmNote_AR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nType) 

ItemCode取值参

考应收帐款编码

表， 

nType取值说明： 

1 1年以内 

2 1-2年 

3 2-3年 

4 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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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 hx_S_StmNote_Reserv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RPTType，DataType) 

ItemCode取值参

考资产减值准备编

码表； 

RPTType取值说

明： 

1- 合并报表 

2- 母公司报表 

3- 合并报表(调

整) 

4- 母公司报表

(调整) 

DataType取值说

明： 

1 期末数 

2 本期增加 

3 本期转回 

4  财务费用明细 hx_S_StmNote_FinExp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RPTType) 

ItemCode取值参

考财务费用编码

表； 

RPTType取值同上 

5  应交增值税明细 hx_S_StmNote_VAT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RPTType) 

ItemCode取值参

考应交增值税编码

表； 

RPTType取值同上 

6  报告期担保数据 hx_S_StmNote_Guarante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取值参

考报告期担保数据

编码表 

7  银行专用指标 hx_S_StmNote_Bank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取值参

考银行专用指标

编码表 

8  所得税税率 hx_S_StmNote_Tax (ThsCode, RPTYear)  

 

 存货项目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Note_Inv(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hx_B_StmNote_Inv(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存货明细.原材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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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 2  

产成品 3  

低值易耗品 4  

包装物 5  

委托加工材料 6  

委托代销商品 7  

 

 应收帐款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Note_AR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nType) 

     hx_B_StmNote_AR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nType) 

          科目名称             ItemCode 

金额 1  

比例 2  

坏帐准备 3  

 

 资产减值准备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Note_Reserv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RPTType，DataType) 

     hx_B_StmNote_Reserv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RPTType，DataTyp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坏帐准备合计 1  

应收帐款 2  

其它应收款 3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合计 4  

股票投资 5  

债券投资 6  

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7  

库存商品 8  

原材料 9  

产成品 10  

低值易耗品 11  

开发成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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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物 13  

在途物资 14  

在产品 15  

开发产品 16  

自制半成品 17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合计 18  

房屋、建筑物 19  

机器设备 20  

专用设备 21  

运输工具 22  

通讯设备 23  

电子设备 24  

办公及其它设备 25  

其它设备 26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7  

专利权 28  

商标权 29  

职工住房使用权 30  

土地使用权 31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2  

委托贷款减值准备 33  

自营证券跌价准备 34  

贷款呆帐准备 35  

长期股权投资 36  

长期债权投资 37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8  

 

 财务费用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Note_FinExp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hx_B_StmNote_FinExp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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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称             ItemCode 

利息支出 1  

利息收入 2  

汇兑损益 3  

手续费 4  

其他 5  

 

 应交增值税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Note_VAT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RPTTyp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应交增值税 1  

进项税额 2  

已交税金 3  

销项税额 4  

出口退税 5  

进项税额转出 6  

转出未交增值税 7  

转出多交增值税 8  

减免税款 9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10  

年初未抵扣数 11  

期末未抵扣数 12  

未交增值税 13  

年初未交数 14  

本期转入数 15  

本期已交数 16  

期末未交数 17  

 

 报告期担保数据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Note_Guarante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hx_B_StmNote_Guarante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170 
 

          科目名称             ItemCode 

担保发生额合计 1  

担保余额合计 2  

关联担保余额合计 3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4  

违规担保总额 5  

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6  

 

 银行专用指标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StmNote_Bank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hx_B_StmNote_Bank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科目名称             ItemCode 

贷款总额 1  

存款总额 2  

资本充足率 3  

核心资本充足率 4  

不良贷款比例 5  

存贷款比例 6  

存贷款比例(人民币) 7  

存贷款比例(外币) 8  

短期资产流动性比例(人民币) 9  

短期资产流动性比例(外币) 10  

拆入资金比例 11  

拆出资金比例 12  

中长期贷款比例(人民币) 13  

中长期贷款比例(外币) 14  

国际商业借款比例 15  

利息回收率 16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7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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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付金比例(人民币) 19  

备付金比例(外币) 20  

境外资金运用比例 21  

 

1.3.7.1.11 财务报表（旧准则，截至 2006 年） 

注：如果用户想提取旧准则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使用财务报表向

导将更加快速和便捷。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利润表 hx_S_Stm_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ItemCode的取值详

见本小节后面对应的

编码表； 

RPTType的取值说

明： 

5- 合并报表 

6- 母公司报表 

7- 合并报表(调

整) 

8- 母公司报表(调

整) 

UNIT表示单位，取值

说明： 

7- 元 

8- 千元 

9- 万元 

10- 百万元 

11- 亿元 

12- 十亿元 

2  资产负债表 hx_S_Stm_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3  现金流量表 hx_S_Stm_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4  利润表单季度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5  现金流量表单季度 hx_S_QStm_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UNIT) 
同上 

财务分析(旧版) 

 每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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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收益 

 

 

 

 

hx_S_Ratio_EPS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全面摊薄 

2- 加权平均 

3-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摊薄 

4-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加权 

7  每股销售额(摊薄) hx_S_Ratio_SPS (ThsCode, RPTDate)  

8  EBITPS每股息税前利

润 

hx_S_Ratio_EBITPSTB (ThsCode, 

RPTDate) 
 

9  每股现金流 hx_S_Ratio_CFPS (ThsCode, RPTDate)  

10  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 hx_S_Ratio_MGQYFCFPS (ThsCode, 

RPTDate) 
 

11  每股股东自由现金流

量FCFPS(摊薄) 

hx_S_Ratio_MGGDFCFPS (ThsCode, 

RPTDate) 
 

12  每股净资产 hx_S_Ratio_BPS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调整前 

2- 调整后 

13  每股未分配利润 hx_S_Ratio_UNDPROPERSHA (ThsCode, 

RPTDate) 
 

14  每股资本公积金 hx_S_Ratio_CAPSURPERSHA (ThsCode, 

RPTDate) 
 

15  每股未分配利润加资

本公积金 

hx_S_Ratio_UNDPROCAPSURPERSHA 

(ThsCode, RPTDate) 
 

16  每股净资产(最新摊

薄) 

hx_S_Ratio_EQUPERSHANEW 

(ThsCode) 
 

17  每股未分配利润(最新

摊薄) 

hx_S_Ratio_UppsMRQNew (ThsCode)  

18  每股资本公积金(最新

摊薄) 

hx_S_Ratio_ApicpsMRQANew (ThsCode)  

19  每股未分配利润加资

本公积金(最新摊薄) 

hx_S_Ratio_SupapcpsNew (ThsCode)  

20  每股收益EPS(TTM) hx_S_Ratio_EPS_TTM (ThsCode)  

单季财务指标 

21  每股收益EPS(摊薄) hx_S_Ratio_EPS_QTY (Th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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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TDate) 

22  销售毛利率 hx_S_Ratio_GrossProfitMargin_QTY 

(ThsCode, RPTDate) 

 

23  销售净利率 hx_S_Ratio_NetProfitMargin_QTY 

(ThsCode, RPTDate) 

 

24  资产净利率(ROA) hx_S_Ratio_ROA_QTY (ThsCode, 

RPTDate) 

 

25  净资产收益率(ROE) hx_S_Ratio_ROE_QTY (ThsCode, 

RPTDate) 

 

26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率 

hx_S_YoY_Sales_QTY (ThsCode, 

RPTDate) 

 

27  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

长率 

hx_S_YoY_MainProfit_QTY (ThsCode, 

RPTDate) 

 

28  税前利润同比增长率 hx_S_YoY_EBT_QTY (ThsCode, 

RPTDate) 

 

29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hx_S_YoY_NetProfit_QTY (ThsCode, 

RPTDate) 

 

盈利能力分析 

3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hx_S_FinData_EBITDA (ThsCode, 

RPTDate) 

 

31  EBIT息税前利润 hx_S_FinData_EBIT (ThsCode, RPTDate)  

32  净资产收益率 hx_S_Ratio_ROE (ThsCode, RPTDate)  

33  资产净利率(ROA) hx_S_Ratio_ROA (ThsCode, RPTDate)  

34  投入资本回报率

(ROIC) 

hx_S_Ratio_ROIC (ThsCode, RPTDate)  

35  销售净利率(NPM) hx_S_Ratio_NetProfitMargin (ThsCode, 

RPTDate) 

 

36  销售毛利率(GPM) hx_S_Ratio_GrossProfitMargin (ThsCode, 

RPTDate) 

 

现金流量分析 

37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CF) 

hx_S_FinData_FCFF (ThsCode, RPTDate)  

38  股权自由现金流量

(FCF) 

hx_S_FinData_FCFE (ThsCode, RPTDate)  

偿债能力分析 

39  净债务 hx_S_FinData_NetDebt (ThsCode, 

RPTDate) 

 

40  有形资产净值 hx_S_FinData_TangibleAsset (Th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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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TDate) 

41  营运资金 hx_S_FinData_WorkingCapital (ThsCode, 

RPTDate) 

 

42  资产负债率 hx_S_Ratio_DebtToAsset (ThsCode, 

RPTDate) 

 

43  权益乘数 hx_S_Ratio_AssetToEquity (ThsCode, 

RPTDate) 

 

44  产权比率 hx_S_Ratio_DebtToEquity (ThsCode, 

RPTDate) 

 

45  股利支付率 hx_S_Ratio_DivPayOut (ThsCode, 

RPTYear) 

 

同比增长率 

46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hx_S_YoY_Sales (ThsCode, RPTDate)  

47  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 hx_S_YoY_MainProfit (ThsCode, 

RPTDate) 

 

48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率 hx_S_YoY_OperatingProfit (ThsCode, 

RPTDate) 

 

49  利润总额增长率 hx_S_YoY_EBT (ThsCode, RPTDate)  

50  净利润增长率 hx_S_YoY_NetProfit (ThsCode, RPTDate)  

51  总资产增长率 hx_S_YoY_Asset (ThsCode, RPTDate)  

52  总负债同比增长率 hx_S_YoY_Debt (ThsCode, RPTDate)  

53  净资产增长率 hx_S_YoY_Equity (ThsCode, RPTDate)  

其他 

54  主营业务收入(TTM) hx_S_FinData_Sales_TTM (ThsCode)  

55  主营业务利润(TTM) hx_S_FinData_MainProfit_TTM (ThsCode)  

56  营业利润(TTM) hx_S_FinData_OperatingProfit_TTM 

(ThsCode) 

 

57  税前利润(TTM) hx_S_FinData_EBT_TTM (ThsCode)  

58  净利润(TTM) hx_S_FinData_NetProfit_TTM (ThsCode)  

 

 利润表编码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1.3.7.1.12 分红指标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每股分红送转 hx_S_DIV_CashAndStock (ThsCode, 

RPTDate) 

 

2  每股股利(税前) hx_S_DIV_CashBeforeTax (Th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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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TDate) 

3  每股股利(税后) hx_S_DIV_CashAfterTax (ThsCode, 

RPTDate) 

 

4  每股红股 hx_S_DIV_Stock (ThsCode, RPTDate)  

5  每股转增股本 hx_S_DIV_Capitalization (ThsCode, 

RPTDate) 

 

6  分红日期明细 hx_S_DIV_PayTime (ThsCode, 

RPTDate,ItemCode) 

ItemCode取值参照

分红明细编码表 

7  分红方案进度 hx_S_DIV_PayMIS (ThsCode, 

RPTDate,ItemCode) 

ItemCode取值参照

分红方案进度编码表 

 

 分红日期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DIV_PayTime (ThsCode, RPTDate,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股权登记日 1  

B股最后交易日 2  

分红指标.B股股权登记日 3  

除权除息日 4  

派息日 5  

红股上市交易日 6  

预案公告日 7  

股东大会公告日 8  

分红实施公告日 9  

 

 分红方案进度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DIV_PayMIS (ThsCode, RPTDate,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分红方案进度 1  

分红对象 2  

是否分红 3  

 

 

1.3.7.1.13 股权融资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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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IPO)指标   

1  股票面值 hx_S_IPO_FVSI (ThsCode)  

2  首发价格 hx_S_IPO_Price (ThsCode)  

3  首发数量 hx_S_IPO_Amount (ThsCode)  

4  首发发行日期 hx_S_IPO_IssueDate (ThsCode)  

5  首发上市日期 hx_S_IPO_IssueDate (ThsCode)  

6  首发市盈率(摊薄) hx_S_IPO_PED (ThsCode)  

7  首发市盈率(加权) hx_S_IPO_PEW (ThsCode)  

8  首发募集资金 hx_S_IPO_Collection (ThsCode)  

9  首发发行费用 hx_S_IPO_Expense (ThsCode)  

10  首发实际募集资金 hx_S_IPO_NetCollection (ThsCode)  

11  网下募集资金 hx_S_IPO_ViaOffering (ThsCode)  

12  发行方式与承销商明

细 

hx_S_IPO_UNDDATA (ThsCode, 

ItemCode) 

ItemCode取值参照编码表 

13  首发中签率 hx_S_IPO_LUCRAT (ThsCode, ItemCode) 同上 

14  首发申购明细 hx_S_IPO_SUBDATA2 (ThsCode, 

ItemCode) 

同上 

15  首发日期数据 hx_S_IPO_IssueDateData (ThsCode, 

ItemCode) 

同上 

16  首发配售明细 hx_S_IPO_SRCP (ThsCode, ItemCode) 同上 

 首发上市表现   

17  首日上市数量 hx_S_IPO_AMOLISDAY (ThsCode)  

18  上市首日开盘价 hx_S_IPO_SSSRKPJ (ThsCode)  

19  上市首日最高价 hx_S_IPO_SSSRZGJ (ThsCode)  

20  上市首日最低价 hx_S_IPO_SSSRZDJ (ThsCode)  

21  上市首日收盘价 hx_S_IPO_CLOPRILIS (ThsCode)  

22  上市首日成交量 hx_S_IPO_CLOPRILIS (ThsCode)  

23  上市首日成交额 hx_S_IPO_SSSRCJE (ThsCode)  

24  上市首日涨跌幅 hx_S_IPO_PRIRATLIS (ThsCode)  

25  上市首日换手率 hx_S_IPO_TURRATLIS (ThsCode)  

26  上市后N日涨跌幅 hx_S_IPO_PRIRATNDAYLIS (ThsCode)  

27  上市后N日换手率 hx_S_IPO_TURRATNDAYLIS (ThsCode)  

28  上市天数 hx_S_IPO_LISDAYS (ThsCode)  

 增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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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增发进度 hx_S_Fellow_PRO (ThsCode, RPTYear)  

30  增发价格 hx_S_Fellow_Price (ThsCode, RPTYear)  

31  增发数量 hx_S_Fellow_Amount (ThsCode, 

RPTYear) 

 

32  增发上市日 hx_S_Fellow_ListedDate (ThsCode, 

RPTYear) 

 

33  增发市盈率(全面摊

薄) 

hx_S_Fellow_PED (ThsCode, RPTYear)  

34  增发市盈率(加权) hx_S_Fellow_PED (ThsCode, RPTYear)  

35  增发募集资金 hx_S_Fellow_PEW (ThsCode, RPTYear)  

36  增发费用 hx_S_Fellow_Expense (ThsCode, 

RPTYear) 

 

37  增发实际募集资金 hx_S_Fellow_NetCollection (ThsCode, 

RPTYear) 

 

38  增发中签率 hx_S_Fellow_SuccessRate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ItemCode取值参照编码表 

39  增发承销明细 hx_S_Fellow_ITAUT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同上 

40  增发申购明细 hx_S_Fellow_Subscription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同上 

41  增发配售明细 hx_S_Fellow_EffSubscription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同上 

42  增发日期数据 hx_S_Fellow_Date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同上 

43  增发其它数据 hx_S_Fellow_Date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同上 

 配股指标   

44  配股方案进度 hx_S_RightsIssue_PRO (ThsCode, 

RPTYear) 

 

45  配股价格 S_RightsIssue_Price (ThsCode, RPTYear)  

46  配股数量明细 S_RightsIssue_Amount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ItemCode取值参照编码表 

47  配股募集资金 S_RightsIssue_Collection (ThsCode, 

RPTYear) 

 

48  配股费用 S_RightsIssue_Expense (ThsCode, 

RPTYear) 

 

49  配股实际募集资金 S_RightsIssue_NetCollection (ThsCode, 

RPTYear) 

 

50  配股日期明细 S_RightsIssue_Date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ItemCode取值参照编码表 

51  配股承销明细 S_RightsIssue_PTAUI (ThsCode,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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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TYear, ItemCode) 

52  配股其它数据 S_RightsIssue_Other (ThsCode, RPTYear, 

ItemCode) 

同上 

 可转债发行   

53  未清偿可转债代码 S_RelatedCB_Code (ThsCode, DealDate)  

54  未清偿可转债简称 S_RelatedCB_Name (ThsCode, DealDate)  

55  未清偿可转债总量 S_RelatedCB_Amount (ThsCode, 

DealDate) 

 

56  年度可转债发行量 S_RelatedCB_yearlyAmount (ThsCode, 

DealDate) 

 

 

 发行方式与承销商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IPO_UNDDATA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发行方式 1  

承销方式 2  

主承销商 3  

副主承销商 4  

上市推荐人 5  

分销商 6  

国际协调人 7  

 

 首发中签率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IPO_LUCRAT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现金申购中签率 1  

市值配售发行中签率 2  

其它发行中签率 3  

 

 首发申购明细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S_IPO_SUBDATA2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现金申购发行数量 1  

现金申购有效申购户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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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认购倍数 3  

市值配售有效申购户数 4  

市值配售有效申购股数 5  

承销商买入余额数量 6  

 

 首发配售明细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IPO_SRCP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上网发行数量 1  

二级市场配售发行数量 2  

向一般法人配售数量 3  

向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 4  

向保险公司配售数量 5  

向基金配售数量 6  

其它发行数量 7  

网下申购配售比例 8  

 

 首发日期数据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IPO_IssueDateData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招股公告日 1  

发行公告日 2  

上市公告日 3  

发行结果公告日 4  

现金申购发行日期 5  

向一般法人配售上市日期 6  

向基金配售部分上市日期 7  

向保险公司配售上市日期 8  

向战略投资者配售部分上市日期 9  

其它发行起始日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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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发行截止日期 11  

市值配售日期 12  

市值配售缴款日期 13  

 

 增发中签率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Fellow_SuccessRate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总中签率 1  

公开发行中签率 2  

 

 增发承销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S_Fellow_ITAUT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发行方式 1  

承销方式 2  

主承销商 3  

上市推荐人 4  

分销商 5  

 

 增发申购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S_Fellow_Subscription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总有效申购户数 1  

总有效申购股数 2  

总超额认购倍数 3  

公开发行认购有效申购户数 4  

公开发行比例认购有效申购股数 5  

公开发行超额认购倍数 6  

老股东优先配售有效申购户数 7  

老股东优先配售有效申购股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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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公众投资者有效申购户数 9  

其它公众投资者有效申购股数 10  

网下机构投资者有效申购户数 11  

网下机构投资者有效申购股数 12  

网下超额认购倍数 13  

 

 增发配售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S_Fellow_EffSubscription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网上向老股东优先配售数量 1  

向老股东配售比例 2  

网下向老股东优先配售数量 3  

向其它公众投资者配售数量 4  

定向配售数量 5  

向基金配售数量 6  

向原流通股东配售数量 7  

网下发行数量 8  

网下发售比例 9  

承销商认购余股 10  

 

 增发日期数据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S_Fellow_Date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公开发行日 1  

除权日 2  

向网下增发日期 3  

向机构投资者增发部分上市日期 4  

预案公告日 5  

股东大会公告日 6  

上网发行公告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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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日 8  

增发公告日 9  

向老股东配售股权登记日 10  

向老股东配售缴款起始日 11  

向老股东配售缴款截止日 12  

 

 增发其它数据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S_Fellow_Other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公开发行数量 1  

净值价格 2  

折扣率 3  

回拨数量 4  

 

 配股数量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S_RightsIssue_Amount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基准股本 1  

每股配股数 2  

计划配股数 3  

实际配股数 4  

承销商认购余股 5  

国有股理论配股数 6  

法人股理论配股数 7  

职工股理论配股数 8  

转配股理论配股数 9  

已流通股理论配股数 10  

国有股实际配股数 11  

法人股实际配股数 12  

职工股实际配股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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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配股实际配股数 14  

已流通股实际配股数 15  

持股5%以上大股东持股数 16  

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理论认购股数 17  

持股5%以上大股东认购股数 18  

 

 配股日期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S_RightsIssue_Date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 1  

B股股权登记日 2  

除权日 3  

配股上市日 4  

缴款起始日 5  

缴款终止日 6  

预案公告日 7  

股东大会公告日 8  

配股获准公告日 9  

配股公告日 10  

 

 配股承销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S_RightsIssue_PTAUI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主承销商 1  

配股方式 2  

承销方式 3  

分销商 4  

 

 配股其它数据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hx_S_RightsIssue_Other (ThsCode, Item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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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称             ItemCode 

配股预案价上限 1  

配股预案价下限 2  

 

1.3.7.2 权证 

1.3.7.2.1 基本资料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交易代码 hx_W_Info_Code (ThsCode)  

2  权证简称 hx_W_Info_Name (ThsCode)  

3  正股代码 hx_W_Info_UnderlyingCode (ThsCode)  

4  正股简称 hx_W_Info_UnderlyingName (ThsCode)  

5  权证类型 hx_W_Info_EquityCovered (ThsCode)  

6  行权方式 hx_W_Info_CallPut (ThsCode)  

7  行权类型 hx_W_Info_EuroAmericanBermuda 

(ThsCode) 

 

8  行权价格 hx_W_Info_StrikePrice(ThsCode)  

9  行权比例 hx_W_Info_StrikeRatio (ThsCode)  

10  剩余存续期天 hx_W_Info_PTMD (ThsCode)  

11  剩余存续期年 hx_W_Info_PTMY (ThsCode)  

12  存续起始日期 hx_W_Info_StartDate (ThsCode)  

13  存续截止日期 hx_W_Info_EndDate (ThsCode)  

14  发行人 hx_W_Info_Issuer (ThsCode)  

15  上市日期 hx_W_Info_ListedDate (ThsCode)  

16  回购价格 hx_W_Info_RepurchasePrice (ThsCode)  

17  行权起始日 hx_W_Info_ExercisingStart (ThsCode)  

18  最后行权日 hx_W_Info_ExercisingEnd (ThsCode)  

19  最后交易日 hx_W_Info_LastTradingDate (ThsCode)  

20  停止交易日 hx_W_Info_StopTradingDate (ThsCode)  

 

1.3.7.2.2 权证余额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最新余额 hx_W_Unit_Latest (ThsCode, DealDate)  

2  创设余额 hx_W_Unit_Activated (ThsCode, 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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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设人持有余额 hx_W_Unit_ActivatorHold (ThsCode, 

DealDate) 

 

4  累计行权数量 hx_W_Unit_AccumulativeExercised 

(ThsCode, DealDate) 

 

 

1.3.7.2.3 权证分析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理论价格 hx_W_Anal_TheoryValue (ThsCode, 

DealDate) 

 

2  内在价值 hx_W_Anal_IntrinctValue (ThsCode, 

DealDate) 

 

3  时间价值 hx_W_Anal_TimeValue (ThsCode, 

DealDate) 

 

4  溢价率 hx_W_Anal_PremiumRatio (ThsCode, 

DealDate) 

 

5  杠杆倍数 hx_W_Anal_LeverageRatio (ThsCode, 

DealDate) 

 

6  实际杠杆倍数 hx_W_Anal_ActualLeverageRatio 

(ThsCode, DealDate) 

 

7  盈亏平衡点 hx_W_Anal_BreakevenPoint (ThsCode, 

DealDate) 

 

8  价内外程度 hx_W_Anal_PriceDegree (ThsCode, 

DealDate) 

 

9  Delta hx_W_Anal_Delta (ThsCode, DealDate)  

10  Gamma hx_W_Anal_Gamma (ThsCode, DealDate)  

11  Vega hx_W_Anal_Vega (ThsCode, DealDate)  

12  Theta hx_W_Anal_Theta (ThsCode, DealDate)  

13  RHO hx_W_Anal_Rho (ThsCode, DealDate)  

14  正股历史波动率 hx_W_Anal_UnderlyingHisVol (ThsCode, 

DealDate) 

 

15  正股隐含波动率 hx_W_Anal_UnderlyingImpliedVol 

(ThsCode, DealDate) 

 

16  正股总股本 hx_W_Anal_UnderlyingTotalShare 

(ThsCode, DealDate) 

 

 

1.3.7.2.4 行情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日行情   

1  前收盘价 hx_W_DQ_PreClose (ThsCode, 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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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盘价 hx_W_DQ_Close (ThsCode, DealDate)  

3  开盘价 hx_W_DQ_Open (ThsCode, DealDate)  

4  最高价 hx_W_DQ_High (ThsCode, DealDate)  

5  最低价 hx_W_DQ_Low (ThsCode, DealDate)  

6  成交均价 hx_W_DQ_AvgPrice (ThsCode, DealDate)  

7  涨跌 hx_W_DQ_Change (ThsCode, DealDate)  

8  涨跌幅 hx_W_DQ_PctChange(ThsCode, 

DealDate) 

 

9  换手率 hx_W_DQ_Turn (ThsCode, DealDate)  

10  成交量 hx_W_DQ_Volume (ThsCode, DealDate)  

11  成交额 hx_W_DQ_Amount (ThsCode, DealDate)  

12  交易状态 hx_W_DQ_TradeState (ThsCode, 

DealDate) 

 

 区间行情   

13  区间收盘价 hx_W_PQ_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4  区间开盘价 hx_W_PQ_Ope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5  区间最高价 hx_W_PQ_High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6  区间最低价 hx_W_PQ_Low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7  区间前收盘价 hx_W_PQ_Pre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8  区间成交均价 hx_W_PQ_AvgPric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9  区间涨跌 hx_W_PQ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0  区间涨跌幅 hx_W_PQ_Pct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1  区间成交量 hx_W_PQ_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2  区间成交额 hx_W_PQ_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3  区间日均成交额 hx_W_PQ_Avg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4  区间换手率 hx_W_PQ_Tur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5  区间日均换手率 hx_W_PQ_AvgTur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87 
 

26  区间交易天数 hx_W_PQ_TradeDays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3.7.3 债券 

1.3.7.3.1 基本资料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债券代码 hx_B_Info_Code (ThsCode)  

2  债券简称 hx_B_Info_Name (ThsCode)  

3  债券名称 hx_B_Info_FullName (ThsCode)  

4  债券类型 hx_B_Info_Type (ThsCode)  

5  凭证类别 hx_B_Info_CType (ThsCode)  

6  面值 hx_B_Info_FaceValue (ThsCode)  

7  期限 hx_B_Info_Term (ThsCode)  

8  发行价格 hx_B_Info_IssuePrice (ThsCode)  

9  发行总额 hx_B_Info_IssueAmount (ThsCode)  

10  起息日期 hx_B_Info_CarryDate (ThsCode)  

11  到期日期 hx_B_Info_MaturityDate (ThsCode)  

12  息票品种 hx_B_Info_Coupon (ThsCode)  

13  票面利率 hx_B_Info_CouponRate (ThsCode)  

14  利率类型 hx_B_Info_InterestType (ThsCode)  

15  基准利率 hx_B_Info_BaseRate (ThsCode)  

16  利差 hx_B_Info_Spread (ThsCode)  

17  基准利率确定方式 hx_B_Info_CMOBIR (ThsCode)  

18  计息方式 hx_B_Info_IPType (ThsCode)  

19  年付息次数 hx_B_Info_InterestFrequency (ThsCode)  

20  信用级别 hx_B_Info_CreditRating (ThsCode)  

21  是否次级债 hx_B_Info_WSD (ThsCode)  

22  上市日期 hx_B_Info_ListedDate (ThsCode)  

23  上市地点 hx_B_Info_ListedAdress (ThsCode)  

24  发行人名称 hx_B_Info_Issuer (ThsCode)  

25  英文名称 hx_B_Info_IssuerEn (ThsCode)  

26  法定代表人 hx_B_Info_LegalRep (ThsCode)  

27  总经理 hx_B_Info_GenManager (Th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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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2 债券分析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已计息天数 hx_B_Anal_AccruedDays (ThsCode, 

DealDate) 
 

2  应计利息 hx_B_Anal_AccruedInterest (ThsCode, 

DealDate) 
 

3  剩余存续期天 hx_B_Anal_PTMDay (ThsCode, DealDate)  

4  久期 hx_B_Anal_Duration (ThsCode, DealDate)  

5  修正久期 hx_B_Anal_ModifiedDuration (ThsCode, 

DealDate) 
 

6  凸性 hx_B_Anal_Convexity (ThsCode, DealDate)  

7  到期收益率 hx_B_Anal_YTM (ThsCode, DealDate, 

ItemCode) 

ItemCode的取值

参照对应的编码

表 

8  赎回收益率 hx_B_Anal_YTC (ThsCode, DealDate)  

9  回售收益率 hx_B_Anal_YTP (ThsCode, DealDate)  

10  基准久期 hx_B_Anal_BaseDuration (ThsCode, 

DealDate) 
 

11  利差久期 hx_B_Anal_SpreadDuration (ThsCode, 

DealDate) 

 

 

 到期收益率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B_Anal_YTM (ThsCode, DealDat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到期收益率 1  

到期收益率(单利) 2  

到期收益率(复利) 3  

到期收益率(复利BE) 4  

 

1.3.7.3.3 财务报表 

本节所述报表函数适用于提取一组公司个别财务数据的情况。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利润表 hx_B_Stm_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ItemCode的取值

详见本小节后面

对应的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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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TType的取值

说明： 

1- 合并报表 

2- 母公司报表 

3- 合并报表

(调整) 

4- 母公司报表

(调整) 

 

2  资产负债表 hx_B_Stm_B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同上 

3  现金流量表 hx_B_Stm_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同上 

4  单季利润表 hx_B_QStm_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的取值

详见对应的编码

表 

5  单季现金流量表 hx_B_QStm_C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的取值

详见对应的编码

表 

 报表附注   

6  存货项目明细 hx_B_StmNote_Inv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的取值

详见股票-财务

报表-存货项目

编码表 

7  应收帐款明细 hx_B_StmNote_AR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nType) 

ItemCode取值参

考股票-财务报

表-应收帐款编

码表; 

nType取值说明： 

1 1年以内 

2 1-2年 

3 2-3年 

4 3年以上 

8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 hx_B_StmNote_Reserv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RPTType, DataType) 

ItemCode取值参

考股票-财务报

表-资产减值准

备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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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TType取值说

明： 

5- 合并报表 

6- 母公司报表 

7- 合并报表

(调整) 

8- 母公司报表

(调整) 

DataType取值说

明： 

4 期末数 

5 本期增加 

本期转回 

9  财务费用明细 hx_B_StmNote_FinExp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取值参

考股票-财务报

表-财务费用编

码表 

10  所得税税率 hx_B_StmNote_Tax (ThsCode, RPTYear)  

11  报告期担保数据 hx_B_StmNote_Guarante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取值参

考股票-财务报

表-报告期担保

数据编码表 

12  银行专用指标 hx_B_StmNote_Bank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ItemCode取值参

考股票-财务报

表-银行专用指

标编码表 

 

1.3.7.3.4 财务分析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每股收益 hx_B_Ratio_EPS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全面摊薄 

2- 加权平均 

3-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2  每股净资产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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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整后 

3  每股销售额(摊薄) hx_B_Ratio_SPS (ThsCode, RPTDate)  

4  每股现金流 hx_B_Ratio_CFPS (ThsCode, RPTDate)  

5  资产净利率 hx_B_Ratio_ROA (ThsCode, RPTDate)  

6  销售净利率 hx_B_Ratio_NetProfitMargin (ThsCode, 

RPTDate) 
 

7  销售毛利率 hx_B_Ratio_GrossProfitMargin (ThsCode, 

RPTDate) 
 

8  净资产收益率 hx_B_Ratio_ROE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全面摊薄 

2- 加权平均 

3-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9  投入资本回报率

(ROIC) 

hx_B_Ratio_ROIC (ThsCode, RPTDate)  

10  资产负债率 hx_B_Ratio_DebtToAsset (ThsCode, 

RPTDate) 
 

11  产权比率 hx_B_Ratio_DebtToEquity (ThsCode, 

RPTDate) 
 

12  流动比率 hx_B_Ratio_Current (ThsCode, RPTDate)  

13  速动比率 hx_B_Ratio_Quick (ThsCode, RPTDate)  

14  EBIT息税前利润 hx_B_FinData_EBIT (ThsCode, RPTDate)  

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hx_B_FinData_NormalNetProfit (ThsCode, 

RPTDate) 
 

16  有形资产净值 hx_B_FinData_TangibleAsset (ThsCode, 

RPTDate) 
 

17  营运资金 hx_B_FinData_WorkingCapital (ThsCode, 

RPTDate) 
 

18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CF) 

hx_B_FinData_FCFF (ThsCode, RPTDate)  

19  股权自由现金流量

(FCF) 

hx_B_FinData_FCFE (ThsCode, RPTDate)  

20  存货周转率 hx_B_Ratio_InvTurn (ThsCode, RPTDate)  

21  应收账款周转率 hx_B_Ratio_ARTurn (ThsCode, RPTDate)  

22  流动资产周转率 hx_B_Ratio_CATurn (ThsCode, RPTDate)  

23  总资产周转率 hx_B_Ratio_TATurn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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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利支付率 hx_B_Ratio_DivPayOut (ThsCode, 

RPTDate) 
 

25  留存盈利比率 hx_B_Ratio_Retention (ThsCode, RPTDate)  

26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hx_B_YoY_Sales (ThsCode, RPTDate)  

27  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 hx_B_YoY_MainProfit (ThsCode, RPTDate)  

28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率 hx_B_YoY_OperatingProfit (ThsCode, 

RPTDate) 

 

29  利润总额增长率 hx_B_YoY_EBT (ThsCode, RPTDate)  

30  净利润增长率 hx_B_YoY_NetProfit (ThsCode, RPTDate)  

31  总资产增长率 hx_B_YoY_Asset (ThsCode, RPTDate)  

32  净资产增长率 hx_B_YoY_Equity (ThsCode, RPTDate)  

33  负债增长率 hx_B_YoY_Debt (ThsCode, RPTDate)  

34  主营业务收入(TTM) hx_B_FinData_Sales_TTM (ThsCode)  

35  主营业务利润(TTM) hx_B_FinData_MainProfit_TTM (ThsCode)  

36  营业利润(TTM) hx_B_FinData_OperatingProfit_TTM 

(ThsCode) 

 

37  税前利润(TTM) hx_B_FinData_EBT_TTM (ThsCode)  

38  净利润(TTM) hx_B_FinData_NetProfit_TTM (ThsCode)  

 单季度财务指标   

39  销售毛利率 B_Ratio_GrossProfitMargin_QTY (ThsCode, 

RPTDate) 

 

40  每股收益 hx_B_Ratio_EPS_QTY (ThsCode, RPTDate)  

41  销售净利率 hx_B_Ratio_NetProfitMargin_QTY 

(ThsCode, RPTDate) 

 

42  资产净利率(ROA) hx_B_Ratio_ROA_QTY (ThsCode, 

RPTDate) 

 

43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率 

hx_B_YoY_Sales_QTY (ThsCode, RPTDate)  

44  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

长率 

hx_B_YoY_MainProfit_QTY (ThsCode, 

RPTDate) 

 

45  税前利润同比增长率 hx_B_YoY_EBT_QTY (ThsCode, RPTDate)  

46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hx_B_YoY_NetProfit_QTY (ThsCode, 

RPTDate) 

 

 

1.3.7.3.5 行情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日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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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盘价 hx_B_DQ_Clos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全价 

2- 净价 

2  开盘价 hx_B_DQ_Open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3  最高价 hx_B_DQ_High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4  最低价 hx_B_DQ_Low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5  前收盘价 hx_B_DQ_PreClos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6  成交均价 hx_B_DQ_AvgPric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7  涨跌 hx_B_DQ_Chang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8  涨跌幅 hx_B_DQ_PctChang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9  成交量 hx_B_DQ_Volume (ThsCode, DealDate)  

10  成交额 hx_B_DQ_Amount (ThsCode, DealDate)  

 区间行情   

11  区间收盘价 hx_B_PQ_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全价 

2- 净价 

12  区间开盘价 hx_B_PQ_Ope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3  区间最高价 hx_B_PQ_High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4  区间最低价 hx_B_PQ_Low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5  区间前收盘价 hx_B_PQ_Pre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6  区间成交均价 hx_B_PQ_AvgPric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7  区间涨跌 hx_B_PQ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8  区间涨跌幅 hx_B_PQ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9  区间成交量 hx_B_PQ_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0  区间成交额 hx_B_PQ_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1  区间日均成交量 hx_B_PQ_Avg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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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间日均成交额 hx_B_PQ_Avg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3  区间换手率 hx_B_PQ_Tur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4  区间日均换手率 hx_B_PQ_AvgTur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5  区间交易天数 hx_B_PQ_TradeDays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3.7.4 可转债 

1.3.7.4.1 基本资料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转债代码 hx_CB_Info_Code (ThsCode)  

2  转债简称 hx_CB_Info_Name (ThsCode)  

3  正股代码 hx_CB_Info_UnderlyingCode (ThsCode)  

4  正股简称 hx_CB_Info_UnderlyingName (ThsCode)  

5  发行人中文名称 hx_CB_Info_Issuer (ThsCode)  

6  证监会行业-中文 hx_CB_Info_Industry_CSRC (ThsCode)  

7  证监会行业-代码 hx_CB_Info_Industry_CSRCCode 

(ThsCode) 
 

8  GICS行业-中文 hx_CB_Info_Industry_GICS (ThsCode)  

9  GICS行业-英文 hx_CB_Info_Industry_GICSEng (ThsCode)  

10  期限 hx_CB_Info_ListedDate (ThsCode)  

11  上市日期 hx_CB_Info_ListedDate (ThsCode)  

 起息日期 hx_CB_Info_CarryDate (ThsCode)  

12  到期日期 hx_CB_Info_MaturityDate (ThsCode)  

13  发行价格 hx_CB_Info_IssuePrice (ThsCode)  

14  发行总额 hx_CB_Info_IssueAmount (ThsCode)  

15  担保人 hx_CB_Info_Guarantor (ThsCode)  

16  信用级别 hx_CB_Info_CreditRating (ThsCode)  

17  评级机构 hx_CB_Info_CreditRatingAgency (ThsCode)  

 

1.3.7.4.2 转债条款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利率条款 hx_CB_Clause_Interest (ThsCode, ItemCode取值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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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Code) 照本节对应的编

码表 

2  转股条款 hx_CB_Clause_Conversion (ThsCode, 

ItemCode) 
 

3  转股条款2 hx_CB_Clause_Conversion_2 (ThsCode, 

ItemCode) 
 

4  特别修正起始时间 hx_CB_Clause_Reset (ThsCode, ItemCode)  

5  相对赎回期 hx_CB_Clause_CallOption (ThsCode, 

ItemCode) 
 

6  相对回售期 hx_CB_Clause_PutOption (ThsCode, 

ItemCode) 
 

 

 利率条款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CB_Clause_Interest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是否随存款利率调整 1  

是否有利息补偿 2  

补偿利率 3  

票面利率说明 4  

补偿利率说明 5  

付息说明 6  

 

 转股条款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CB_Clause_Conversion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是否随存款利率调整 1  

是否有利息补偿 2  

补偿利率 3  

票面利率说明 4  

补偿利率说明 5  

付息说明 6  

 

 转股条款2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hx_CB_Clause_Conversion_2 (ThsCode, Item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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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称             ItemCode 

相对转股期 1  

自愿转股起始日期 2  

自愿转股终止日期 3  

强制转股日 4  

强制转股价格 5  

 

 特别修正起始时间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hx_CB_Clause_Reset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特别修正起始时间 1  

特别修正结束时间 2  

重设触发计算最大时间区间 3  

重设触发计算时间区间 4  

重设条款.触发比例 5  

特别修正幅度 6  

修正价格底线说明 7  

修正次数限制 8  

 

 相对赎回期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hx_CB_Clause_CallOption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相对赎回期 1  

每年可赎回次数 2  

条件赎回起始日期 3  

条件赎回截止日期 4  

赎回触发计算最大时间区间 5  

赎回触发计算时间区间 6  

赎回条款.触发比例 7  

赎回价格说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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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赎回数 9  

 

 相对回售期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hx_CB_Clause_PutOption (ThsCode, ItemCode) 

          科目名称             ItemCode 

相对回售期 1  

条件回售起始日期 2  

条件回售结束日期 3  

回售触发计算最大时间区间 4  

回售触发计算时间区间 5  

回售条款.触发比例 6  

回售价格说明 7  

每年回售次数 8  

无条件回售期 9  

无条件回售起始日期 10  

无条件回售结束日期 11  

无条件回售价 12  

时点回售数 13  

 

1.3.7.4.3 行情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日行情   

1  收盘价 hx_CB_DQ_Clos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全价 

2- 净价 

2  开盘价 hx_CB_DQ_Open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3  最高价 hx_CB_DQ_High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4  最低价 hx_CB_DQ_Low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5  前收盘价 hx_CB_DQ_PreClos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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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交均价 hx_CB_DQ_AvgPric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7  涨跌 hx_CB_DQ_Chang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8  涨跌幅 hx_CB_DQ_PctChang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9  成交量 hx_CB_DQ_Volume (ThsCode, DealDate)  

10  成交额 hx_CB_DQ_Amount (ThsCode, DealDate)  

 区间行情   

11  区间收盘价 hx_CB_PQ_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全价 

2- 净价 

12  区间开盘价 hx_CB_PQ_Ope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3  区间最高价 hx_CB_PQ_High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4  区间最低价 hx_CB_PQ_Low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5  区间前收盘价 hx_CB_PQ_Pre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6  区间成交均价 hx_CB_PQ_AvgPric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7  区间涨跌 hx_CB_PQ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8  区间涨跌幅 hx_CB_PQ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9  区间成交量 hx_CB_PQ_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0  区间成交额 hx_CB_PQ_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1  区间日均成交量 hx_CB_PQ_Avg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2  区间日均成交额 hx_CB_PQ_Avg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3  区间换手率 hx_CB_PQ_Tur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4  区间日均换手率 hx_CB_PQ_AvgTur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5  区间交易天数 hx_CB_PQ_TradeDays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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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4 转债分析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已计息天数 hx_CB_Anal_AccruedDays (ThsCode, 

DealDate) 
 

2  应计利息 hx_CB_Anal_AccruedInterest (ThsCode, 

DealDate) 
 

3  剩余期限天 hx_CB_Anal_PTMDay (ThsCode, DealDate)  

4  剩余期限年 hx_CB_Anal_PTMYear (ThsCode, DealDate)  

5  到期收益率 hx_CB_Anal_YTM (ThsCode, DealDate)  

6  纯债价值 hx_CB_Anal_StraightBondValue (ThsCode, 

DealDate) 
 

7  纯债溢价 hx_CB_Anal_StraightBondPremium 

(ThsCode, DealDate) 

 

8  纯债溢价率 hx_CB_Anal_StraightBondPremiumRatio 

(ThsCode, DealDate) 

 

9  转股价 hx_CB_Anal_ConvPrice (ThsCode, 

DealDate) 

 

10  转股比例 hx_CB_Anal_ConvRatio (ThsCode, 

DealDate) 

 

11  转换价值 hx_CB_Anal_ConvValue (ThsCode, 

DealDate) 

 

12  转股溢价 hx_CB_Anal_ConvPremium (ThsCode, 

DealDate) 

 

13  转股溢价率 hx_CB_Anal_ConvPremiumRatio (ThsCode, 

DealDate) 

 

14  转股市盈率 hx_CB_Anal_ConvPE (ThsCode, DealDate)  

15  转股市净率 hx_CB_Anal_ConvPB (ThsCode, DealDate)  

16  正股市盈率 hx_CB_Anal_UnderlyingPE (ThsCode, 

DealDate) 

 

17  正股市净率 hx_CB_Anal_UnderlyingPB (ThsCode, 

DealDate) 

 

 

1.3.7.4.5 转债持有人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持有人名称 hx_CB_Holder_Nam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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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5名 

6- 第6名 

7- 第7名 

8- 第8名 

9- 第9名 

10- 第10名 

11- 前10名 

2  持有人持有数量 hx_CB_Holder_Quantity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3  持有人持有比例 hx_CB_Holder_Pct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1.3.7.5 基金 

1.3.7.5.1 基本资料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交易代码 hx_F_Info_Code (ThsCode)  

2  同花顺代码 F_Info_ThsCode (ThsCode)  

3  基金简称 hx_F_Info_Name (ThsCode)  

4  基金全称 hx_F_Info_FullName (ThsCode)  

5  基金类型 hx_F_Info_Type (ThsCode)  

6  投资风格 hx_F_Info_InvestStyle (ThsCode)  

7  管理费率 hx_F_Info_ManagementFeeRatio (ThsCode)  

8  托管费率 hx_F_Info_CustodianFeeRatio (ThsCode)  

9  最高申购费率 hx_F_Info_PurchaseFeeRatio (ThsCode)  

10  最高赎回费率 hx_F_Info_RedemptionFeeRatio (ThsCode)  

11  基金经理 hx_F_Info_FundManager (ThsCode)  

12  基金管理人 hx_F_Info_MgrComp (ThsCode)  

13  基金托管人 hx_F_Info_CustodianBank (ThsCode)  

14  基金成立日 hx_F_Info_SetupDate (ThsCode)  

15  封闭式基金上市日 hx_F_Info_listedDate (ThsCode)  

16  开放式基金申购起始

日 

hx_F_Info_purchaseDate (ThsCode)  

17  基金到期日 hx_F_Info_MaturityDate (Th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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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2 行情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日行情 

1  收盘价 hx_F_DQ_Clos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不复权 

2- 后复权 

3- 前复权 

2  开盘价 hx_F_DQ_Open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3  最高价 hx_F_DQ_High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4  最低价 hx_F_DQ_Low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5  前收盘价 hx_F_DQ_PreClos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同上 

6  成交均价 hx_F_DQ_AvgPrice (ThsCode, DealDate)  

7  涨跌 hx_F_DQ_Change (ThsCode, DealDate)  

8  涨跌幅 hx_F_DQ_PctChange (ThsCode, DealDate)  

9  成交量 hx_F_DQ_Volume (ThsCode, DealDate)  

10  成交额 hx_F_DQ_Amount (ThsCode, DealDate, 

nType) 

 

11  换手率 hx_F_DQ_Turn (ThsCode, DealDate, nType)  

12  贴水 hx_F_DQ_Discount (ThsCode, DealDate, 

nType) 

 

13  贴水率 hx_F_DQ_DiscountRatio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区间行情 

14  区间收盘价 hx_F_PQ_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不复权 

2- 后复权 

15  区间开盘价 hx_F_PQ_Ope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6  区间最高价 hx_F_PQ_High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7  区间最低价 hx_F_PQ_Low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8  区间前收盘价 hx_F_PQ_Pre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同上 

19  区间成交均价 hx_F_PQ_AvgPric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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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区间涨跌 hx_F_PQ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1  区间涨跌幅 hx_F_PQ_Pct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2  区间成交量 hx_F_PQ_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3  区间成交额 hx_F_PQ_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4  区间日均成交量 hx_F_PQ_Avg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5  区间日均成交额 hx_F_PQ_Avg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6  区间换手率 hx_F_PQ_Tur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7  区间交易天数 hx_F_PQ_TradeDays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3.7.5.3 单位净值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单位净值 hx_F_NAV_Unit (ThsCode, DealDate)  

2  复权单位净值 hx_F_NAV_Adjusted (ThsCode, DealDate)  

3  累计单位净值 hx_F_NAV_Accumulated (ThsCode, 

DealDate) 
 

4  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 hx_F_NAV_AdjustedReturn (ThsCode, 

DealDate) 

 

5  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 hx_F_NAV_AccumulatedReturn (ThsCode, 

DealDate) 
 

 

1.3.7.5.4 货币市场基金收益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hx_F_MMF_UnitYield (ThsCode, DealDate)  

2  7日年化收益率 hx_F_MMF_AnnualizedYield (ThsCode, 

DealDate) 
 

3  区间万份基金单位收

益均值 

hx_F_MMF_AvgUnitYield (ThsCode, 

DealDate) 

 

4  区间7日年化收益率均

值 

hx_F_MMF_AvgAnnualizedYield (ThsCode, 

DealDate) 
 

5  区间万份基金单位收

益方差 

hx_F_MMF_VarUnitYield (ThsCode, 

Deal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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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区间7日年化收益率方

差 

hx_F_MMF_VarAnnualizedYield (ThsCode, 

DealDate) 
 

 

1.3.7.5.5 基金份额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基金份额 hx_F_Unit_Total (ThsCode, RTPDate)  

2  报告期总申购份额 hx_F_Unit_Purchase (ThsCode, RTPDate)  

3  报告期总赎回份额 hx_F_Unit_Redemption (ThsCode, 

RTPDate) 
 

4  报告期申购赎回净额 hx_F_Unit_NetPurchase (ThsCode, 

RTPDate) 
 

5  单季总申购份额 hx_F_Unit_Purchase_QTY (ThsCode, 

RTPDate) 

 

6  单季总赎回份额 hx_F_Unit_Redemption_QTY (ThsCode, 

RTPDate) 
 

7  单季申购赎回净额 hx_F_Unit_NetPurchase_QTY (ThsCode, 

RTPDate) 

 

8  基金份额变化 hx_F_Unit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9  基金份额变化率 hx_F_Unit_ChangeRat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0  未上市流通基金份数

(封闭式) 

hx_F_Unit_NonTradable (ThsCode, 

RTPDate) 

 

11  已上市流通基金份数

(封闭式) 

hx_F_Unit_Tradable (ThsCode, RTPDate)  

 

1.3.7.5.6 持有人结构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 hx_F_Holder_number (ThsCode, RPTDate)  

2  平均每户持有基金份

额 

hx_F_Holder_AvgHolding (ThsCode, 

RPTDate) 

 

3  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 hx_F_Holder_Institution_Holding (ThsCode, 

RPTDate) 
 

4  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 hx_F_Holder_Institution_HoldingPct 

(ThsCode, RPTDate) 

 

5  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 hx_F_Holder_Personal_Holding (ThsCode, 

RPTDate) 
 

6  个人投资者持有比例 hx_F_Holder_Personal_Holding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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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sCode, RPTDate) 

7  第N名持有人名称(封

闭式) 

hx_F_Holder_Name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6- 第6名 

7- 第7名 

8- 第8名 

9- 第9名 

10- 第10名 

11- 前10名 

8  第N名持有人持有份额

(封闭式) 

hx_F_Holder_Holding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6- 第6名 

7- 第7名 

8- 第8名 

9- 第9名 

10- 第10名 

9  第N名持有人持有比例

(封闭式) 

hx_F_Holder_Pct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1.3.7.5.7 资产组合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资产配置 

1  基金资产总值 hx_F_PRT_TotalAsset (ThsCode, RPTDate)  

2  基金资产净值 hx_F_PRT_NetAsset (ThsCode, RPTDate)  

3  股票投资市值 hx_F_PRT_StockValue (ThsCode, RPTDate)  

4  债券投资市值 hx_F_PRT_BondValue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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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证投资市值 hx_F_PRT_WarrantValue (ThsCode, 

RPTDate) 

 

6  银行存款 hx_F_PRT_Cash (ThsCode, RPTDate)  

7  其他资产 hx_F_PRT_Other (ThsCode, RPTDate)  

8  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 

hx_F_PRT_StockToNAV (ThsCode, 

RPTDate) 

 

9  债券市值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 

hx_F_PRT_BondToNAV (ThsCode, 

RPTDate) 

 

10  权证市值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 

hx_F_PRT_WarrantToNAV (ThsCode, 

RPTDate) 

 

11  银行存款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 

hx_F_PRT_CashToNAV (ThsCode, 

RPTDate) 

 

12  其他资产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 

hx_F_PRT_OtherToNAV (ThsCode, 

RPTDate) 

 

13  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

总值比 

hx_F_PRT_StockToAsset (ThsCode, 

RPTDate) 

 

14  债券市值占基金资产

总值比 

hx_F_PRT_BondToAsset (ThsCode, 

RPTDate) 

 

15  权证市值占基金资产

总值比 

hx_F_PRT_WarrantToAsset (ThsCode, 

RPTDate) 

 

16  银行存款占基金资产

总值比 

hx_F_PRT_CashToAsset (ThsCode, 

RPTDate) 

 

17  其他资产占基金资产

总值比 

hx_F_PRT_OtherToAsset (ThsCode, 

RPTDate) 

 

18  基金净值占基金资产

总值比 

hx_F_PRT_NAVToAsset (ThsCode, 

RPTDate) 

 

 持股明细   

19   

 

 

 

 

 

 

 

 

 

 

 

 

 

 

 

nType取值说明： 

13-农、林、牧、

渔业(A) 

1-采掘业(B) 

22-制造业(C) 

18-食品、饮料

(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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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行业市值 

 

 

 

hx_F_PRT_StockValue_Industry (ThsCode, 

RPTDate, nType) 

6-纺织、服装、皮

毛(C1) 

12-木材、家具

(C2) 

21-造纸、印刷

(C3)" 

17-石油、化学、

塑胶、塑料(C4) 

4-电子(C5) 

11-金属、非金属

(C6) 

7-机械、设备、仪

表(C7) 

20-医药、生物制

品(C8) 

15-其他制造业

(C99) 

3-电力、煤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

(D) 

8-建筑业(E) 

9-交通运输、仓储

业(F) 

19-信息技术业

(G) 

14-批发和零售贸

易(H) 

10-金融、保险业

(I) 

5-房地产业(J) 

16-社会服务业

(K) 

2-传播与文化产

业(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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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综合类(M) 

20  行业市值占股票市值

比 

hx_F_PRT_StockValue_IndustryToStock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21  行业市值占资产净值

比 

hx_F_PRT_StockValue_IndustryToNAV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22  行业市值占资产总值

比 

hx_F_PRT_StockValue_IndustryToAsset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23  重仓股股票名称 hx_F_PRT_TopStockName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6- 第6名 

7- 第7名 

8- 第8名 

9- 第9名 

10- 第10名 

24  重仓股股票代码 hx_F_PRT_TopStockCode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25  重仓股持股数量 hx_F_PRT_TopStockQuantity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26  重仓股持股市值 hx_F_PRT_TopStockValue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27  重仓股市值占股票投

资市值比 

hx_F_PRT_HeavilyHeldStockToStock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28  重仓股市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hx_F_PRT_HeavilyHeldStockToNAV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29  重仓股市值占基金资

产总值比 

hx_F_PRT_HeavilyHeldStockToAsset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30  前N名重仓股票市值合

计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hx_F_PRT_TopNStockToNAV(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31  报告期末持有股票个

数(中报、年报) 

hx_F_PRT_Stockholding 

hx_F_PRT_TopNStockToNAV(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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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种组合   

32  国债投资市值 hx_F_PRT_GovernmentBond (ThsCode, 

RPTDate) 

 

33  金融债投资市值 hx_F_PRT_FinancialBond (ThsCode, 

RPTDate) 

 

34  企债投资市值 hx_F_PRT_CorporateBond (ThsCode, 

RPTDate) 

 

35  可转债投资市值 hx_F_PRT_ConvertibleBond (ThsCode, 

RPTDate) 

 

36  央行票据投资市值 hx_F_PRT_CentralBankBill (ThsCode, 

RPTDate) 

 

37  重仓债券代码 hx_F_PRT_TopBondCode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38  重仓债券名称 hx_F_PRT_TopBondName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39  重仓债券市值 hx_F_PRT_TopBondValue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40  国债市值占债券投资

市值比 

hx_F_PRT_GovernmentBondToBond 

(ThsCode, RPTDate) 

 

41  金融债市值占债券投

资市值比 

hx_F_PRT_FinancialBondToBond 

(ThsCode, RPTDate) 

 

42  企业债市值占债券投

资市值比 

hx_F_PRT_CorporateBondToBond 

(ThsCode, RPTDate) 

 

43  可转债市值占债券投

资市值比 

hx_F_PRT_ConvertibleBondToBond 

(ThsCode, RPTDate) 

 

44  央行票据市值占债券

投资市值比 

hx_F_PRT_CentralBankBillToBond 

(ThsCode, RPTDate) 

 

45  国债市值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 

hx_F_PRT_GovernmentBondToNAV 

(ThsCode, RPTDate) 

 

46  金融债市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hx_F_PRT_FinancialBondToNAV (ThsCode, 

RPTDate) 

 

47  企业债市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hx_F_PRT_CorporateBondToNAV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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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可转债市值占基金资

产总值比 

hx_F_PRT_ConvertibleBondToAsset 

(ThsCode, RPTDate) 

 

49  央行票据市值占基金

资产总值比 

hx_F_PRT_CentralBankBillToAsset 

(ThsCode, RPTDate) 

 

50  重仓债券市值占债券

投资市值比 

hx_F_PRT_HeavilyHeldBondToBond 

(ThsCode, RPTDate, nType) 

nType取值说明： 

1- 第1名 

2- 第2名 

3- 第3名 

4- 第4名 

5- 第5名 

51  重仓债券市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 

hx_F_PRT_HeavilyHeldBondToNAV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52  重仓债券市值占基金

资产总值比 

hx_F_PRT_HeavilyHeldBondToAsset 

(ThsCode, RPTDate, nType) 

同上 

53  前N5名重仓债券市值

合计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 

hx_F_PRT_Top5ToNAV (ThsCode, 

RPTDate) 

 

 货币市场基金   

54  债券投资金额 hx_F_MMF_Bond (ThsCode, RPTDate)  

55  买入返售证券金额 hx_F_MMF_ReverseREPO (ThsCode, 

RPTDate) 

 

56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

金 

hx_F_MMF_Deposit (ThsCode, RPTDate)  

57  其他资产 hx_F_MMF_Other (ThsCode, RPTDate)  

58  债券投资占基金资产

总值的比例 

hx_F_MMF_BondtoAsset (ThsCode, 

RPTDate) 

 

59  买入返售证券占基金

资产总值的比例 

hx_F_MMF_ReverseREPOToAsset 

(ThsCode, RPTDate) 

 

60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

金合计占基金资产总

值的比例 

hx_F_MMF_DepositToAsset (ThsCode, 

RPTDate) 

 

61  其他资产占基金资产

总值的比例 

hx_F_MMF_OtherToAsset (ThsCode, 

RPTDate) 

 

62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 hx_F_MMF_Repurchase1 (Th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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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余额 RPTDate) 

63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

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hx_F_MMF_Repurchase1ToNAV (ThsCode, 

RPTDate) 

 

64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

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hx_F_MMF_Repurchase2ToNAV (ThsCode, 

RPTDate) 

 

65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

均剩余期限 

hx_F_MMF_AvgPTM (ThsCode, RPTDate)  

6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

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hx_F_MMF_AvgPTM_Max (ThsCode, 

RPTDate) 

 

67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

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hx_F_MMF_AvgPTM_Min (ThsCode, 

RPTDate) 

 

68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

对值 

hx_F_MMF_FrequencyOfDeviation 

(ThsCode, RPTDate) 

 

69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

高值 

hx_F_MMF_MaxDeviation (ThsCode, 

RPTDate) 

 

7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

低值 

hx_F_MMF_MinDeviation (ThsCode, 

RPTDate) 

 

71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

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

单平均值 

hx_F_MMF_AvgDeviation (ThsCode, 

RPTDate) 

 

72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hx_F_MMF_DifferentPTMToNAV (ThsCode, 

RPTDate) 

 

 

1.3.7.5.8 财务指标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报告期基金净收益 hx_F_Anal_NetIncome (ThsCode, RPTDate)  

2  报告期基金份额净收

益 

hx_F_Anal_NetIncomePerUnit (ThsCode, 

RPTDate) 

 

3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收

益 

hx_F_Anal_Distributable (ThsCode, 

RPTDate) 
 

4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 hx_F_Anal_DistributablePerUnit (ThsCode, 

RP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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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收益 

5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hx_F_Anal_NetAsset (ThsCode, RPTDate)  

6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hx_F_Anal_NAV (ThsCode, RPTDate)  

7  加权平均净值收益率 hx_F_Anal_AvgReturn (ThsCode, RPTDate)  

8  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

增长率 

hx_F_Anal_Return (ThsCode, RPTDate)  

9  累计净值增长率 hx_F_Anal_AccumulatedReturn (ThsCode, 

RPTDate) 
 

10  季度基金净收益 hx_F_QAnal_NetIncome (ThsCode, 

RPTDate) 

 

11  季度基金份额净收益 hx_F_QAnal_NetIncomePerUnit (ThsCode, 

RPTDate) 
 

12  季度末基金资产净值 hx_F_QAnal_NetAsset (ThsCode, RPTDate)  

13  季度末基金份额净值 hx_F_QAnal_NAV (ThsCode, RPTDate)  

 

1.3.7.5.9 财务报表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季度报告披露日期 hx_F_Stm_IssuingDate (ThsCode, RPTDate)  

2  资产负债表 hx_F_Stm_BS (ThsCode,  

ItemCode,RPTDate) 

ItemCode取值参

照本节编码表 

3  经营业绩表 hx_F_Stm_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同上 

4  基金收益分配表 hx_F_Stm_D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同上 

5  基金净值变动表 hx_F_Stm_NAVChang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同上 

 

 资产负债表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hx_F_Stm_BS (ThsCode,  ItemCode,RPTDate) 

          科目名称             ItemCode 

银行存款 1  

清算备付金 2  

交易保证金 3  

股票投资市值 4  

股票投资-成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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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估值增值 6  

债券投资市值 7  

债券投资-成本 8  

债券投资估值增值 9  

证券清算款 10  

应收股利 11  

应收利息 12  

应收帐款 13  

应收申购款 14  

其他应收款项 15  

待摊费用 16  

买入返售债券 17  

其他资产 18  

基金资产总值 19  

应付基金管理费 20  

应付基金托管费 21  

应付交易清算款 22  

应付帐款 23  

应付佣金 24  

应付利息 25  

应付收益 26  

应付销售费用 27  

其他应付款项 28  

应付赎回款 29  

应付赎回费 30  

卖出回购证券款 31  

预提费用 32  

未交税金 33  

其他负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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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35  

基金单位总额 36  

未实现利得 37  

未分配净收益 38  

未实现估值增值 39  

基金资产净值 40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41  

 

 经营业绩表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hx_F_Stm_I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科目名称 ItemCode 

证券买卖差价-股票 1  

证券买卖差价-债券 2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3  

投资收入-股息 4  

资收入-债券利息 5  

利息收入 6  

发行费用结余收入 7  

申购冻结利息收入 8  

其他收入 9  

基金收入合计 10  

管理费 11  

托管费 12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13  

回购交易费用 14  

回购利息支出 15  

基金销售服务费 16  

上市年费 17  

信息披露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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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费用 19  

律师费 20  

分红手续费 21  

基金费用合计 22  

利润表.净收益 23  

未实现资本利得 24  

基金经营业绩 25  

 

 基金收益分配表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hx_F_Stm_DS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科目名称 ItemCode 

利润表.净收益 1  

上年未分配净收益 2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  

本期申购基金单位的损益平准金(开

放式) 

4  

本期赎回基金单位的损益平准金(开

放式) 

5  

本期损益平准金 6  

可供分配基金净收益 7  

本期已分配收益 8  

期末未分配净收益 9  

 

 基金净值变动表编码表 

函数表达式： hx_F_Stm_NAVChange (ThsCode, ItemCode, RPTDate) 

科目名称 ItemCode 

期初基金净值 1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  

调整后期初基金净值 3  

本期基金净收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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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未实现利得 5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数 

6  

本期基金申购款 7  

本期基金赎回款 8  

本期基金单位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数 

9  

本期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收益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动数 

10  

期末基金净值 11  

 

1.3.7.5.10 基金分红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单位年度分红 hx_F_Div_PerUnit (ThsCode, RPTYear)  

2  单位累计分红 hx_F_Div_AccumulatedPerUnit (ThsCode, 

DealDate) 

 

3  年度分红总额 hx_F_Div_Payout (ThsCode, RPTYear)  

4  累计分红总额 hx_F_Div_AccumulatedPayout (ThsCode, 

DealDate) 

 

5  年度分红次数 hx_F_Div_Times (ThsCode, RPTYear)  

6  累计分红次数 hx_F_Div_AccumulatedTimes (ThsCode, 

DealDate) 

 

 

1.3.7.5.11 券商佣金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交易佣金(合计值) hx_F_commission_total (ThsCode, 

RPTDate) 
 

2  交易佣金(明细值) hx_F_commission_Detailed (ThsCode, 

RPTDate, INSTITUTION) 

INSTITUTION取

值说明： 见2.8

小节机构列表 

 

1.3.7.6 指数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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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行情 

1  收盘价 hx_I_DQ_Close (ThsCode, DealDate)  

2  开盘价 hx_I_DQ_Open (ThsCode, DealDate)  

3  最高价 hx_I_DQ_High (ThsCode, DealDate)  

4  最低价 hx_I_DQ_Low (ThsCode, DealDate)  

5  前收盘价 hx_I_DQ_PreClose (ThsCode, DealDate, 

nType) 

 

6  成交均价 hx_I_DQ_AvgPrice (ThsCode, DealDate)  

7  涨跌 hx_I_DQ_Change (ThsCode, DealDate)  

8  涨跌幅 hx_I_DQ_PctChange (ThsCode, DealDate)  

9  成交量 hx_I_DQ_Volume (ThsCode, DealDate)  

10  成交额 hx_I_DQ_Amount (ThsCode, DealDate, 

nType) 

 

11  换手率 hx_I_DQ_Turn (ThsCode, DealDate, nType)  

                               区间行情 

12  区间收盘价 hx_I_PQ_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nType) 

 

13  区间开盘价 hx_I_PQ_Open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4  区间最高价 hx_I_PQ_High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5  区间最低价 hx_I_PQ_Low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6  区间前收盘价 hx_I_PQ_PreClos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7  区间成交均价 hx_I_PQ_AvgPric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8  区间涨跌 hx_I_PQ_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9  区间涨跌幅 hx_I_PQ_PctChang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0  区间成交量 hx_I_PQ_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1  区间成交额 hx_I_PQ_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2  区间日均成交量 hx_I_PQ_AvgVolume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3  区间日均成交额 hx_I_PQ_AvgAmount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24  区间换手率 hx_I_PQ_Turn (ThsCode, Begi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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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Date) 

25  区间交易天数 hx_I_PQ_TradeDays (ThsCode, BeginDate, 

EndDate) 

 

 

1.3.7.7 实时行情 

# 指标名称 函数表达式 备注 

1  前收盘价 RTD("tdf.quote", ThsCode,"前收盘价")  

2  开盘价 RTD("tdf.quote", ThsCode," 开盘价")  

3  最高价 RTD("tdf.quote", ThsCode," 最高价")  

4  最低价 RTD("tdf.quote", ThsCode," 最低价")  

5  最新价 RTD("tdf.quote", ThsCode," 最新价")  

6  买一价 RTD("tdf.quote", ThsCode," 买一价")  

7  买二价 RTD("tdf.quote", ThsCode," 买二价")  

8  买三价 RTD("tdf.quote", ThsCode," 买三价")  

9  买四价 RTD("tdf.quote", ThsCode," 买四价")  

10  买五价 RTD("tdf.quote", ThsCode," 买五价")  

11  买一量 RTD("tdf.quote", ThsCode," 买一量")  

12  买二量 RTD("tdf.quote", ThsCode," 买二量")  

13  买三量 RTD("tdf.quote", ThsCode," 买三量")  

14  买四量 RTD("tdf.quote", ThsCode," 买四量")  

15  买五量 RTD("tdf.quote", ThsCode," 买五量")  

16  卖一价 RTD("tdf.quote", ThsCode," 卖一价")  

17  卖二价 RTD("tdf.quote", ThsCode," 卖二价")  

18  卖三价 RTD("tdf.quote", ThsCode," 卖三价")  

19  卖四价 RTD("tdf.quote", ThsCode," 卖四价")  

20  卖五价 RTD("tdf.quote", ThsCode," 卖五价")  

21  卖一量 RTD("tdf.quote", ThsCode," 卖一量")  

22  卖二量 RTD("tdf.quote", ThsCode," 卖二量")  

23  卖三量 RTD("tdf.quote", ThsCode," 卖三量")  

24  卖四量 RTD("tdf.quote", ThsCode," 卖四量")  

25  卖五量 RTD("tdf.quote", ThsCode," 卖五量")  

26  涨跌 RTD("tdf.quote", ThsCode," 涨跌")  

27  涨跌幅 RTD("tdf.quote", ThsCode," 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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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均价 RTD("tdf.quote", ThsCode," 均价")  

29  成交额 RTD("tdf.quote", ThsCode," 成交额")  

30  成交量 RTD("tdf.quote", ThsCode,"前成交量")  

 

2.1 机构列表 

机构简称 机构全称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证券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大鹏证券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证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证券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元证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汉唐证券 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证券 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宏源证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证券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方证券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泰阳证券 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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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同证券 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证券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大证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8 数组函数 

“数组公式”是Microsoft Excel 提供的功能，如果用户想对一组或多组值执行多重运

算生成多个结果时，使用数组函数可以简化工作表模型、提高数据提取效率。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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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数组公式示例 

D2 至D5 单元格输出的结果是通过执行D2 单元格中的数组函数 

“{=hx_S_INFO_COMPNAME($A$2:$A$5)}”计算生成的。 

创建数组公式：选中需要输入数组公式的单元格区域，注意要与数组参数具有相同列数

和行数，键入数组公式，按 Ctrl+Shift+Enter 输出结果。 

如上例： 

第一步：选中D2：D5 单元格区域； 

第二步：键入数组公式“=hx_S_INFO_COMPNAME($A$2:$A$5)” 

第三步：按“Ctrl+Shift+Enter”。 

定位数组公式：选择包含数组公式的单元格区域(或单击数组公式中的某个单元格)，在

“编辑”菜单上单击“定位”，在“定位条件”中选择“当前数组”，即可。 

编辑数组公式：单击包含数组公式的单元格，编辑数组公式内容，按 Ctrl+Shift+Enter。 

删除数组公式：选择包含数组公式的单元格区域(或单击数组公式中的某个单元格)，在

“编辑”菜单上单击“定位”，在“定位条件”中选择“当前数组”，单击“确定”，按 Delete。 

(更多关于数组函数的使用技巧，请查询Microsoft Excel 帮助) 

 

1.4 条件选股 

1.4.1 条件选股概述 

1.4.1.1 什么是条件选股 

条件选股是最强大的智能选股引擎。 

用户可在系统板块或用户自定义板块的范围内，针对 3000 余项系统提供的指标或自定

义指标进行参数设置，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证券品种。相应的筛选结果可以保存为自定义板块；

筛选条件可保存到“我的方案”中，便于重复调用。 

针对基金，相应的筛选模块称为“基金筛选”，操作方法与“条件选股”相似。 

1.4.1.2 条件选股界面                                                                                                                                                                                                                                                                                                                                                                                                                                                                                                                                                                          

可以概括为四个区域，两排功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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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快捷操作  

通过功能按钮可实现快捷操作。 

 

+ 

1.4.2 如何使用条件选股 

1.4.2.1 基本步骤 

进行条件选股可概括为五个基本步骤：具体操作详见下图。 

第一步：设置待选范围 

第二步：选择指标 

第三步：设置指标参数 

第四步：设置条件表达式 

第五步：执行选股 

 

第一步：设置待选范围——通过选择板块的方式设置待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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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指标——选择进行筛选的指标 

 

指标支持拼音查找指标的功能；还可通过鼠标右键点击指标树，查看相应指标的详细帮助 

 

第三步：设置指标参数——确定筛选指标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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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参数”框选择需要的指标参数，然后在“运算符”、“数值”、“单位”等栏目内填

充，设置参数的约束条件 

第四步：设置条件表达式——“或”还是“并且” 

 
条件表达式的默认设置为“AND”;如果需要改变表达式个条件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相应位

置进行修改。 

 

第五步：执行选股——点击“执行选股”按钮，获得筛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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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可选操作 

基本操作完成后，可通过界面中部的功能按钮如下可选操作。 

保存方案——筛选条件也可保存到“我的方案”中 

 

 

输入想要保存的方案名称，点击“确定”后，该方案会添加到“我的方案”中 

 

 

导出到 EXCEL——筛选结果及筛选条件可导出到 EXCEL 

 

根据需要可选择是否将选股条件一同导出 

 

保存到板块——可将筛选结果保存为自定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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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板块可以在数据浏览器中使用 

 

1.4.2.3 指标管理  

参考数据浏览器中指标管理使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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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财务纵比 

1.5.1 财务纵比简介 

财务纵比是实现财务数据纵比、横比最便捷的工具，支持： 

1）单个公司多报告期财务数据的纵比展示 

2）多个公司同报告期财务数据的横比展示 

3）多公司多报告期财务数据的并列展示，同时提供统计分析功能，辅以图表 

 

1.5.2 进入“财务纵比”模块 

可以通过菜单“股票>>股票数据>>财务纵比”进入该模块。 

 

 

1.5.3 财务纵比使用说明 

财务纵比的主体框架由四个区域及一组功能按钮组成。 

四个区域包括选择指标、选择证券、数据报表、数据图形。 

功能按钮包括：提取数据、导出到Excel、导出图形、新建sheet、保存模板、删除模板、删

除指标。 

 

1.5.3.1 选择指标 

在  下面选择需要的财务指标，可以通过选择父节点整体选择其下面的全部 

 
 

选好指标以后，点击  ，指标会进入数据报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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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下面选择同花顺提供的财务指标模板。 

在  下面选择自定义的模板。 

在 里面可以按字母查找财务指标 

1.5.3.2 选择股票 

 

股票选择有二种方法： 

一、在  里面输入需要的证券代码，输入的证券会到股票列

表里面； 

二、点击 ，可以在‘选择板块’中选择需要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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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股票列表里面的证券会同时输出在数据报表区域。 

1.5.3.3 数据报表 

 

点击  ，可以选择财务指标的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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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  等财务指标的衍生指

标，当定基增长率、定基同比增长率的时候 ，需要选择基期

。 

 

当数据报表区域设置完成以后，可以点击工具栏中的  完成数据的提取。 

1.5.3.4 数据图形 

 
选择指标 

 

图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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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 功能按钮 

获取数据 

将数据提取结果输出到EXCEL 中 

将图形区域中的图形导出 

打开新的 SHEET 页面 

将当前指标模板保存到“我的模板”中 

删除选中的自定义模板 

删除选中的指标 

1.6 行情序列 

1.6.1 行情序列简介 

行情序列是专用的行情数据导出工具。用户可以定义各种要素进行数据导出，

包括证券类型、行情指标、时间范围、时间单位、数据组织方式、数据文件格式

等。 

股票行情指标包括：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涨跌、涨跌幅、成

交量、PE市盈率、PB 市净率、总股本、流通股本、总市值等。 

基金行情指标包括：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涨跌、涨跌幅、成

交量、单位净值、累计净值等。 

指数行情指标包括：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涨跌、涨跌幅、

成交金额等。 

1.6.2 进入“行情序列”模块 

可以通过菜单“股票>>股票数据>>行情序列”进入该模块。 

1.6.3 行情序列使用说明 

行情序列的使用可以分为六个步骤：选择证券、选择指标、选择时间、选择

格式、选择输出方式、导出数据。 

 

1.6.3.1 选择证券 

选择股票 

在证券类型 选择股票，在选择好证券类型‘股票’以后，其选

择证券的‘范围’里面会出现股票列表，在股票列表里面选择需要的‘股票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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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选择‘上证A 股’，点击‘上证A 股’，在待选框中会出现‘上证A 股’的成

份股，在待选框中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多个（用Shift 快捷键或者用鼠标左键拖拉），

然后点击待选框和选中框之间的按钮 ，此时选中的股票就进入了选中框中，

选中框中的证券就是输出结果中的证券。当然也可以直接点击按钮 ，将待选

框中所有证券全部选入选中框中。 

 

在选中框中同样可以通过按钮 、将选中框中的证券选入到待选框中。 

 

在 中输出需要的证券代码，可以将证券直接选

入到选中框。 

选择基金与选择指数操作方法与股票类似。 

1.6.3.2 选择指标 

在选择指标区域，点击指标前面的选择框，指标前面打勾的为选中指标 

可以通过“复权方式”，为证券的价格选择复权的方式：不复权、前复权、后

复权。 

 

1.6.3.3 选择时间 

在选择时间区域给行情序列确定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时间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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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 选择格式 

在选择格式区域，可以选择输出结果中的空值格式、时间格式、文件格式。 

 

1.6.3.5 选择输出方式 

在输出方式区域可以选择四种输出方式：逐股输出、顺序输出、多股输出（品种

×时间）、多股输出（时间×品种）。 

 

1.6.3.6 导出数据 

点击 ，就可以将设定好的证券行情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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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结果： 

 

1.7 板块分析 

1.7.1 板块分析概述 

板块分析是用于行业、指数、自定义板块等总体指标的计算，如计算全部 A 股的市盈率等，

还可以实现总体指标的时间序列分析、横向对比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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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板块数据浏览器 

 

板块数据浏览器主要用于市场板块（全部 A 股、上证 180、上证 50、沪深 300 等）、行业板

块（同花顺行业、申万行业、证监会行业等）等相应板块的截面数据的提取，如板块的行情

指标、财务指标、估值指标等。 

 

1.7.1.2 板块行情序列 

板块行情序列主要用于市场板块（全部 A 股、上证 180、上证 50、沪深 300 等）、行业板块

（同花顺行业、申万行业、证监会行业等）等相应板块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提取，如板块的行

情数据、财务数据、估值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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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 板块财务纵比 

 

板块财务纵比主要用于市场板块（全部 A 股、上证 180、上证 50、沪深 300 等）、行业板块

（同花顺行业、申万行业、证监会行业等）等相应板块的财务数据的对比分析，如全部 A

股与沪深 300 的每股收益均值对比等。 

 

 

1.7.2 板块分析使用操作 

1.7.2.1 板块数据浏览器使用操作 

1、模块入口 

可以通过菜单栏股票》股票数据》板块分析》板块数据浏览器进入该模块。 

 

 

 

2、使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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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步骤：一、选择指标，选择指标的同时会完成参数的自行设定 

          二、板块选择，选择您所需要的板块 

          三、提取数据，将在界面的右边显示数据 

3、功能健说明 

 

 

 

功能键说明 

功能键 使用说明 

 
选择好指标、板块以后，点击此按钮提取相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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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取的数据导出到Excel文件中  

 

 

点击此按钮会出现一个新的SHEET页面 

 

 

提取数据后点击此按钮，将相应的板块与指标保存到‘我的模板’中  

 

 
选择好相应的指标，点击此按钮，输出结果会将此指标删除  

 

 
点击此按钮，可以对所选指标参数进行设置  

 

 

点击此按钮，可以将指标的参数隐藏  

 

 

点击此按钮，可以不需要对参数进行额外设定，方便快速选择 

 

点击此按钮，可以查看使用帮助 

1.7.2.2 板块行情序列使用操作 

1、模块入口 

可以通过菜单栏股票》股票数据》板块分析》板块行情序列进入该模块。 

 

2、使用指示 

使用步骤： 一、选择指标，选择指标的同时会完成参数的自行设定 

二、板块选择，选择您所需要的板块 

三、设定时间 

           四、提取数据，将在界面的右边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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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板块财务纵比使用操作 

1、模块入口 

可以通过菜单栏股票》股票数据》板块分析》板块财务纵比进入该模块。 

 

2、使用指示 

使用步骤： 一、选择指标，选择指标的同时会完成参数的自行设定 

二、板块选择，选择您所需要的板块 

三、设定时间 

           四、提取数据，将在界面的右边显示数据 2.3.4 输出结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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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宏观行业 

2.1 宏观行业数据浏览器 

2.1.1 宏观行业数据浏览器概述 

2.1.1.1 宏观行业数据浏览器简介 

    数据浏览器是用于制作中国宏观、行业经济、全球宏观等个性化数据报表，并可支持对

相应数据的统计、排序、以及作图等操作的专业数据工具。 

    根据数据类型的不同，可分为中国宏观数据浏览器、行业经济数据浏览器、全球宏观数

据浏览器。 

2.1.1.2 宏观行业数据浏览器界面 

    宏观行业数据浏览器界面由三块主体区域以及一组功能按钮组成。 

 

    用户可在“待选指标”区域针对系统提供的30000余项系统提供的指标进行查询，制作

出符合条件的数据报表。 

    用户可将自定义的系列指标保存到“我的模板”中，便于重复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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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指标查找与指标帮助 

系统支持依据指标的汉语拼音首字母或者指标字段对所有指标进行检索。 

 

2.1.2 如何使用数据浏览器 

2.1.2.1 基本步骤 

使用数据浏览器可概括为四个基本步骤：具体操作详见下图。 

第一步：选择指标 

第二步：设置起始终止时间 

第三步：提取数据 

第四步：选择作图 

 

第一步：选择指标——在左边的待选指标区域选择所要查询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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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设置起始终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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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提取数据 

 

第四步：选择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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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功能按钮说明 

为了更加灵活地提取数据报表，系统还支持更多的操作功能，主要通过功能按钮或

鼠标右键方式实现。 

下表中的解释有助于进行可选操作： 

数据浏览器功能按钮： 

获取数据 

将数据提取结果输出到EXCEL中 

将数据的图形展示导出到粘贴板或是word文档 

建立新的模板 

将当前指标模板保存到“我的模板”中 

将当前的模板删除 

删除选中的指标列 

隐藏部分缺失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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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可选操作 

    数据浏览器除支持基本操作外，还支持以下操作。 

1. 将数据提取结果输出到EXCEL 中；选择保存的路径后，自动

导出到EXCEL。 

 

    2． 将数据的图形展示导出到粘贴板或是 word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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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新的模板，当用户想快速退出当前界面建立新的模板的时候

采用，点击“新建模板”用户可以快速回到初始界面。 

 

4． 将当前指标模板保存到“我的模板”中，这样可以将用户经常关

注的数据指标放在“我的模板”中，避免了用户每次都要选择的麻烦。 

 

    保存了模板，用户以后就可以在“我的模板”中查看所关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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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将当前的模板删除，如果用户由于某种原因不想继续保留“我的

模板”中的模板，可以选择“删除模板”：可以在“我的模板”中选中要删除的模板，然后

点击功能按钮栏里面的“删除模板”；也可以点击右键，选中“删除模板”。 

 

6． 删除选中的指标列。先选中指标列，然后点击“删除指标”即可；

如果要删除多个指标，可以按住“ctrl”键然后选中要删除的指标列，点击“删除指标”就

可以完成多个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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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 ，由于法定假日或者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数据

并不是连续不间断的，这样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可能有数据缺失，用户可以选择

，避免这种问题；当然也可以选择 ，回到实际状态。 

 
 

2.2 宏观行业专题报表 

2.2.1 宏观行业专题报表概述 

2.2.1.1 宏观行业专题报表简介 

根据数据类型的不同，可分为宏观数据专题报表、行业数据专题报表、行业经济效益指

标和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四部分。 

专题报表是对数据浏览器里面的数据的提炼和精化，宏观数据专题报表和行业数据专题

报的使用和数据浏览器相似。我们这里具体说明一下行业经济效益指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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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行业经济效益指标界面 

行业经济效益指标界面由功能按钮、数据输出方式选择、行业选择区和数据表展示区及

部分组成。 

 

    用户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查询超过50个基本的指标和14个衍生指标，制作出符合条件的

数据报表。 

    

2.2.2 如何使用行业经济效益指标 

2.2.2.1 基本步骤 

使用数据浏览器可概括为四个基本步骤：具体操作详见下图。 

第一步：选择单行业数据输出/组合方式数据输出 

第二步：选择行业或者指标 

第三步：设置起始终止时间及报表类型 

第四步：提取数据 

 

第一步：选择单行业数据输出/组合方式数据输出 

单行业数据输出是选择的行业的全部的数据指标；组合方式数据输出的是不同行

业的数据指标（可以是单个也可以是多个）。单行业数据输出的操作类似数据浏览器，

这里详细说明组合方式数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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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选择行业和指标 

 

 

第三步：选择起始时间及报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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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提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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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 

3.1 基金数据浏览器 

    基金数据浏览器的使用说明参照股票数据浏览器。 

3.2 基金专题报表 

3.2.1 基金市场概况 

3.2.1.1 基金市场概况 

报表说明： 

本报表汇总统计整个基金市场的存量基金数量、份额、资产净值及其占比，并可根据用户所

选择的分类方式，实现不同统计角度下的基金市场现状把握，图形化的汇总对比，更方便用

户最短时间内掌握基金市场目前发展现状。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按照不同的基金分类方式分层次展示不同类型基金各自的数量，份额，资产

净值及其在整个基金市场中的占比。 

下方为基金市场结构图与明细数据，其中结构图是分类方式中的一级类型基金的数量/份额/

资产净值占比，基金明细是上方汇总表选中某类型基金对应的明细基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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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基金市场规模变化 

报表说明： 

汇总统计选定时间段/统计频率的整个基金市场的整体规模变化。 

 

界面说明： 

上方为汇总表，展示用户设定时间段/统计频率而得到不同截止日期对应的整个基金市场的

整体规模，比如基金总个数，基金总份额，基金总资产净值等，并对开放式/封闭式/股票型

/混合型/债券型/保本型/QDII/货币市场型等基金作了区分统计。 

下方“时间序列明细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截止日期对应的所有明细基金的基本信息。 

下方的“统计图”是对整个基金市场，不同类型基金的只数/份额/资产净值所绘制的柱状图，

方便更加直观的观测到整个基金市场的历史发展趋势。 

 

 

3.2.1.3 基金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展示截止日期对应范围内基金的基本资料，涵盖基金份额、投资类型、管理公司等，方便用

户一页概览自己关注范围内的基金基本资料。 

界面说明： 

依次显示明细基金的最新净值、最新收盘价、最新份额、最新资产净值等基金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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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最新净值/最新收盘价/最新份额/最新资产净值： 

因为这四个指标在基金公司不同公布频率下的数据更新程度，可能会有不同截止日期对

应的最新指标，为了更加准确的显示某个基金的某个最新指标，需要分别展示该指标对应的

截止日期。 

 

3.2.1.4ETF 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展示ETF 基金认购申购等一些基本信息。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ETF 基金的重要基本资料，因为ETF 会有不同于通常开放式基金的发行，认

购，申购赎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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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LOF 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展示目前所有LOF 基金（即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的基本资料，如上市日期，上市 

交易份额等。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LOF 基金的基本资料。 

 

3.2.1.6QDII 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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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目前所有QDII 基金的基本资料，如最新净值、最新份额、最新资产净值等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QDII基金的基本资料。 

 

 

3.2.1.7 保本基金基本资料 

报表说明： 

展示保本型基金的保本周期，保本费率，保证人等保本基金所特有指标。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保本型基金的基本资料，尤其是和其保本特征相关的信息，如保本周期， 

保本费率，保证人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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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 基金费率汇总 

报表说明： 

展示所有基金的相关费率，如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最高申购费率，最高赎回费率等，并通

过投资类型排序，可以看到不同类型基金的费率有所不同，而同种类型基金的费率就有一定

的可比性。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基金的各种相关费率，方便用户来比较不同基金的费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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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 基金发行阶段统计 

报表说明： 

按照某时间统计频率，汇总统计等间隔时间段内所发行新基金，并分别展示各种类型基金（新

成立基金/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保本型/货币市场型/封闭式/QDII）的发行数量，发行份额

等情况，一目了然基金市场发行情况的历史变迁。 

界面说明： 

上表为汇总展示用户设定时间段和时序周期所确定下来的子时间区间范围内基金市场的总

体发行情况，多种类型基金各自的发行情况，并在最后一行汇总计算整个时间范围内的基金

发行情况。 

下表的“时间序列明细值”报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子时间范围内发行的基金明细数据，可以

查阅该时间段内发行基金的详细信息，如基金发行日，认购起始截止日等。 

下表的“统计图”为图形化展示汇总表的新发行基金的合计数量和合计发行份额趋势线，可

以准确观测出不同时间段基金发行数量和发行份额变化趋势。 

 

 

关键指标说明： 

发行份额： 

该子时间区间内新发行基金的发行份额合计数。对比过去同时间段内的发行份额，可以得知

哪个阶段的新发行基金规模变动情况。 

平均发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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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子区间内新发行基金的发行份额合计除于发行基金数量，可以大致判断该时间段内发行基

金的平均规模，若再和历史同期比较，可以看到基金发行规模变更的趋势。 

截止日份额： 

该子时间区间内新发行基金到截止日期时的最新份额。此指标会随着基金的申购赎回后发生

变化。一般说来，业绩表现好的基金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截止日期的份额就会比发行份额

有所增加。 

股票型基金发行份额占比： 

该子时间区间内，新发行股票型基金的发行份额合计数量占该区间段全部新发行基金发行份

额的比例。其余类型基金的发行份额占比也是类似计算。从该占比数据的大小，可以得知在

该时间段内，整个基金市场正在大力发行哪种类型的基金，也侧面说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的市场态势。 

 

3.2.1.10 基金发行明细 

报表说明： 

一表概览用户设定时间段内新发行基金的基本情况。 

界面说明： 

上表为用户设定时间段内开始认购的基金，也即新发行基金的重要信息。 

下表汇总计算该时间段内新发行基金的发行份额的合计数和平均数。 

 

关键指标说明： 

截止日份额： 

新发行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的截止日期对应的最新份额。 

认购天数： 

开放式基金认购起始日期到认购截止日期所经过的天数。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出：随着基金市

场的火爆，基金的认购天数越来越短。 

平均发行数量（亿份）： 

用户设定时间段内，新发行基金发行份额的算术平均值。 



 

259 
 

发行数量合计（亿份）： 

用户设定时间段内，新发行基金发行份额的合计值。 

 

3.2.1.11 封闭式基金发行 

报表说明： 

展示封闭式基金发行的重要信息，如封闭式基金发行数量，发行日期，上市日期，发行方式

等。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所有封闭式基金的发行信息。 

下表汇总计算所有封闭式基金市场的平均发行数量，平均中签率等。 

 

关键指标说明： 

平均发行价格： 

上表所有封闭式基金发行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平均发行数量： 

上表所有封闭式基金发行数量的算法平均值。 

发行数量合计： 

上表所有封闭式基金发行数量的合计值。 

平均中签率： 

上表所有封闭式基金中签率的算术平均值。 

 

3.2.1.12 基金份额变化（汇总） 

报表说明： 

既有选定基金最新的份额结构及其相对历史的变化率，既可以方便的对比单个基金份额 

结构的历史变化，又能够对比多个基金在某个时点的份额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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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说明： 

上表为用户设定时间段内，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最新份额结构情况，及相对历史的份额变化率。 

下表“基金明细”为上表选中某个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下表的“基金份额曲线”为“基金明细”数据的柱状图，可以图形化看到某个基金的份额变

动情况和历史变动趋势。 

 

 
关键指标说明： 

最近一季度份额变动： 

最新一个季度的基金份额相对上个季度的份额变动数量。 

最近一季度份额变动率： 

最近一季度份额变动相对于上个季度的份额变动率。 

 

3.2.1.13 基金份额变化（明细） 

报表说明： 

一表概览用户设定时间段内所选范围内的基金的份额变动情况，可以对比不同基金的份额变

动情况，也可以对比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多个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界面说明： 

一页展示所有的基金份额结构变化的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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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4 基金转型信息 

功能概述： 

展示封闭式基金转换成开放式基金的信息，如具体封转开之前的封闭式基金代码和简称，封

转开之后开放式基金代码和简称，封转开会议召开的一些基本信息。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封转开基金的重要信息，如封转开之后的开放式基金最新份额，封转开之前份

额等，可以明显查看出封转开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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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5 封闭式基金扩募 

报表说明： 

展示封闭式基金扩募的一些重要信息，如扩募配售总数，配售价格等。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用户设定时间段内发生的封闭式基金扩募的信息。 

下表汇总计算了封闭式基金扩募的平均值和合计值。 

 

关键指标说明： 

平均扩募配售数： 

上表所有封闭式基金的扩募配售数的算术平均值。 

合计扩募配售数： 

上表所有封闭式基金的扩募配售数的合计值。 

平均配售价格： 

上表所有封闭式基金扩募的配售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平均配售比例（每份）： 

上表所有封闭式基金扩募的配售比例的算术平均值。 

 

3.2.1.16 暂停申购基金 

报表说明： 

展示选定时间段内基金暂停申购的信息。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用户设定时间段内，哪些基金有曾经暂停申购、暂停大额申购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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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7 开放式基金场内申购赎回 

报表说明： 

展示可以在交易所场内进行申购赎回的开放式基金的资料信息和重要指标。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用户设定日期往前可以在场内认购申购的基金重要信息一览，如认购申购日 

期，认购申购代码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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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8ETF 申购赎回及成分股信息 

报表说明： 

展示ETF 基金每天申购赎回基本信息及对应的成份股信息。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ETF 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净值，现金差额，基金份额净值，申购赎回情况等ETF 

信息； 

下表为上表选中基金选中交易日期，该ETF 成份股的详细信息，如现金替代标志等。 

 

 

 

 

3.2.2 业绩评价 

3.2.2.1 基金净值表现 

报表说明： 

展示截止日期对应基金的最新净值，固定时间段内的净值增长率等。可以非常便利的对基金

某个时间段内的净值增长率排序比较，从而得知某个时间段内哪些基金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

的回报。 

界面说明： 

用户设定截止日期，计算展示截止日期往前推的固定时间段内的基金净值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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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 

从截止日期前推到今年年初的时间段内根据基金复权单位净值计算出来的区间净值增长率。

一般说来，该指标越高，说明今年以来该基金的业绩更好。 

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 

从截止日期前推到基金成立日的时间段内根据基金复权单位净值计算出来的劝谏增长率。这

个指标衡量了基金从成立到现在的长期历史业绩表现。 

 

3.2.2.2 基金二级市场价格 

报表说明： 

展示封闭式基金的最新行情，特定时间段的涨跌幅，以及价格相对于净值的升贴水/升 

贴水率等价格相关信息，更加便利的从交易价格角度来衡量基金的相对业绩表现。 

界面说明： 

用户设定截止日期，计算展示截止日期往前推的固定时间段内的封闭式基金价格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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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贴水： 

基金最新收盘价减去 基金最新单位净值的差额。该指标一般都为负的，是因为封闭式基金

在交易所交易时存在不同程度的折价，贴水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该基金存在更大程度的折价。 

贴水率： 

贴水相对于基金最新单位净值的比例。该指标一般也是负数，衡量封闭式基金的折 

价率。该指标的绝对值越高，说明该基金相对其单位净值 

最新交易日期往前的5 日涨跌幅： 

截止日期往前推5 个交易日的时间段内基金价格的涨跌幅。简单说来，这个指标衡量了该基

金在最近5 天内的收益率。 

 

3.2.2.3 交易所基金升贴水分析 

报表说明： 

展示封闭式基金的升贴水，升贴水率等，进而图形化展示一段时间内的升贴水和升贴水率，

能够更为直观形象的把握封闭式基金折价折价率等现状。 

界面说明： 

上表为用户设定开始日期/截止日期，展示封闭式基金贴水、贴水率等情况； 

下表的“基金明细”显示上表选中某个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每天的收盘价、净值、贴水

率；“升水贴水曲线”显示该基金在该时间段内的升水贴水曲线；““升水贴水率曲线”显

示该基金在该时间段内的升水贴水率曲线”。 



 

267 
 

 

 

3.2.2.4 货币基金收益（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展示货币市场型基金一段时间内的最新收益和七日折算年收益率，以及在一段时间内的

七日折算年收益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可以非常便利的对比货币市场型基金的在一段时间内

的收益率情况。 

界面说明： 

上表为所有货币市场型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收益及折算年收益率。 

下表为上表选中某货币市场基金在设定时间段内的收益及折算年收益率。 

 



 

268 
 

关键指标说明： 

七日折算年收益率[平均]：某基金在设定时间段内的七日折算年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 

七日折算年收益率[标准差]：某基金在设定时间段内的七日折算年收益率的标准差。 

该指标衡量某基金在设定时间段内的七日折算年收益率变动情况。 

 

3.2.2.5 货币基金收益（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所有货币市场型基金在一段时间内逐日的收益及七日折算年收益率数据，主要目的 

是功用户直接导出原始数据再进行后续的深入分析。 

界面说明： 

默认按照基金代码从小到大，日期按照时间逆序排列，显示所有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及 

七日折算年化收益率。 

 

 

3.2.2.6 投资风格分析（按基金） 

报表说明： 

计算展示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的投资风格，通过对比基金重仓持股的市盈率市净率相对

于整个A 股市场市盈率市净率的比例，计算后判断得到该基金在该报告期的投资风格：价

值型/混合型/成长型。 

界面说明： 

一页展示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的平均持仓时间、持股市盈率、持股市 

净率、股票集中度、行业集中度、投资集中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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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 风险收益指标 

报表说明： 

展示选定报告期选定范围内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标的指数/时间频率计算出来 

的一系列风险收益指标和风险调整后收益指标，便利用户对多个基金的风险收益情况进行比 

较。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展示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时间段内表现出来的风险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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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 选时选股能力 

报表说明： 

展示选定报告期选定范围内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标的指数/时间频率计算出来的基

金经理的选时选股能力，通过基金净值增长率的序列数据来计算该基金是否有明显的把握好

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的选时能力，或者能通过精选个股获得超额回报率。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展示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一段时间内的选时选股能力。 

 

3.2.2.9 资产配置贡献 

报表说明： 

计算展示选定报告期选定范围内基金的股票持仓比例净增长，上证A 股指数增长率，资产

配置有效性等。 

界面说明： 

一页展示所选基金分为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的资产配置有效性，主要通过基金股票持仓

比例净增长和上证A 股指数增长率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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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股票持仓比例： 

本基金本报告期持有的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股票持仓比例增长： 

本基金本报告期股票持仓比例-上一报告期（上季度）股票持仓比例 

上证A 股增长率： 

上证A 股指数在两报告期间的涨跌幅。 

股票持仓比例净增长： 

股票持仓比例增长-上一报告期（上季度）股票持仓比例×上证A 股增长率（两报告期间） 

债券现金持仓比例： 

本报告期末基金债券及现金市值占基金净值比。 

债券现金持仓比例增长： 

本报告期末基金债券及现金市值占基金净值比。 

资产配置有效性： 

依据以下理由进行设计。 

[1] 考虑两报告期间基金的股票持仓比例变动是由两因素造成，一为原持仓股票市值随着证

券市场涨跌而产生的股票市值在总体基金净值中的比例变动，二为基金管理人进行积极的仓

位调整而引起的股票市值在总体基金净值中的比例变动。 

[2] 本算法通过测算两报告期间市场整体波动情况，而将基金的持仓比例变动分为两部分，

其中剔除原持仓股票涨跌产生的比例变动后的股票持仓比例净增长即能体现单纯的基金管

理人基金的仓位调整情况。 

股票持仓比例净增长=股票持仓比例增长-上一报告期（上季度）股票持仓比例×上证A 股

增长率（两报告期间）。 

[3] 我们认为如果单纯的基金管理人的仓位调整情况符合市场涨跌情况（即在股票市场上涨

的时候主动增加股票投资比例，或在股票市场下跌的时候主动下调股票投资比例），则可以

认为基金在本报告期间的资产配置是有效的，反之则为无效。故设计如下方法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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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0

A * 0







当上证 股增长率 股票持仓比例净增长率 时，资产配置有效
资产配置有效性

当上证 股增长率 股票持仓比例净增长率< 时，资产配置有效
 

对于很多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没有“股票持仓比例净增长”指标，此类基金的“资

产配置有效性”为“无法判断”。 

3.2.2.10 重仓股贡献 

报表说明： 

计算并展示基金十大重仓股的贡献度和重仓股配置有效性。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的重仓股贡献度及重仓股配置有效

性。 

下表展示上表所选中基金的十大重仓的明细贡献度及配置有效性。 

 

关键指标说明： 

重仓股平均涨跌幅： 

基金十大重仓股在本报告期内的涨跌幅的算术平均值。 

重仓股总贡献度： 

[1] 本重仓股贡献度就是利用设计算法，对基金所持有的各重仓股在报告期内对基金整体净

值所作的贡献度进行测算； 

[2] 本指标利用某报告期基金投资于某重仓股的平均资产（以上期期末持有资产与本期期末

持有资产算术平均获得；由于基金公告规则，如果上期为1、3 季度报告期且并未公告基金

持有该股票，我们并不认为基金持有该股数量为0，而是以本期持股数代替），乘以该股票

在该报告其中的涨跌幅（以股票复权涨跌幅计算），计算出基金重仓股资产的增值情况，再

将此增加值与基金期末的资产净值进行比较，得出该重仓股的边际贡献度指标； 

[3] 对于所有重仓股的总贡献度指标，通过计算各个重仓股的资产增值情况，并将 

此合计值与基金期末的资产净值进行比较，得出重仓股的总贡献度指标。 

[4] 具体算法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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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仓股总贡献度  

其中： 

PS1：某重仓股本报告期末复权收盘价（取本报告期最后交易日） 

PS0：某重仓股上一报告期末复权收盘价（取上一报告期最后交易日） 

SNAV1：本报告期某重仓股市值 

SNAV0：上报告期该重仓股市值（如上报告期为一、三季度且该股票无持股记录，则设

SNAV0=SNAV1；如上报告期为二、四季度且该股票无持股记录，则设SNAV0=0） 

NAV：本报告期基金资产净值 

最重仓股： 

该基金在该报告期持有市值最大的股票名称。 

次重仓股： 

该基金在该报告期持有市值第二大的股票名称。 

重仓股配置有效性： 

[1] 考虑两报告期间基金在某个重仓股的投资比例变动是由两因素造成，一为原股票投资市

值随着股价涨跌而产生的市值在基金净值中的比例变动，二为基金管理人进行积极的股票买

卖而引起的该股票市值在基金净值中的比例变动。 

[2] 本算法通过测算两报告期间某股票的波动情况（以该股票复权价格涨跌幅计算），而将

基金对该股票的投资比例变动分为两部分，其中剔除股票涨跌产生的比例变动后的个股投资

比例净增长即能体现单纯的基金管理人基金对该股票的买卖调整情况。个股投资比例净增长

=个股投资比例增长-上一报告期（上季度）该个股投资比例×该股票期内复权价格涨跌幅。 

[3] 我们认为如果单纯的基金管理人对个股买卖调整情况符合市场上该股票的涨跌情况（即

在股票上涨的时候买入，或在股票下跌的时候卖出），则可以认为基金在本报告期间的该个

股的配置情况是有效的，反之则为无效。故设计如下方法进行判断： 

* 0

* 0







当重仓股涨跌幅 占净值比净增长率 时，配置有效
重仓股配置有效性

当重仓股涨跌幅 占净值比净增长率< 时，配置有效
 

 [4] 重仓股配置有效性根据以下方法确定：考察本基金十大重仓股的配置有效性，如有效

个数大于等于7，则认为基金重仓股配置为有效；如有效个数小于等于3，则认为基金重仓股

配置为无效；其他则显示无法判断。 

以下指标针对明细表： 

涨跌幅： 

该基金在该报告期持有的该股票在两报告期间的涨跌幅： 

1

0

1 100%s

s

p

p


 
 

 
股票涨跌幅=  

其中： 

PS1：某重仓股本报告期末复权收盘价（取本报告期最后交易日） 

PS0：某重仓股上一报告期末复权收盘价（取上一报告期最后交易日） 

贡献度： 

重仓股贡献度根据如下公式： 

1 1 0

0

1 *
2

s

s

p SNAV SNAV

p
NAV


 
   

  
  

重仓股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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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S1：某重仓股本报告期末复权收盘价（取本报告期最后交易日） 

PS0：某重仓股上一报告期末复权收盘价（取上一报告期最后交易日） 

SNAV1：本报告期某重仓股市值 

SNAV0：上报告期该重仓股市值（如上报告期为一、三季度且该股票无持股记录， 

则设SNAV0=SNAV1；如上报告期为二、四季度且该股票无持股记录，则设SNAV0=0） 

NAV：本报告期基金净值。 

占净值比净增长： 

基金本报告期持有该股票的市值占净值比-上一报告期持有该股票的市值占净值比。 

注：上一报告期持有该股票的市值提取规则同上文SNAV0；即如上报告期为一、三季度且该

股票无持股记录，则设上期股票的市值占净值比等于本期股票的市值占净值比；如上报告期

为二、四季度且该股票无持股记录，则设上期股票的市值占净值比为零。 

占净值比净增长： 

股票占净值比增长-上一报告期股票占净值比×股票涨跌幅（上一期股票占净值比提取规则

同上） 

重仓股配置有效性： 

判断规则如下所示： 

* 0

* 0







当重仓股涨跌幅 占净值比净增长率 时，配置有效
重仓股配置有效性

当重仓股涨跌幅 占净值比净增长率< 时，配置有效
 

 

3.2.2.11 季度财务指标 

报表说明： 

展示用户选定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所披露的重要财务指标。既方便用户比较多个基

金在同一个报告期的不同财务指标，又可以方便用户比较一个基金在多个报告期的财务指标

变动情况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展示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的重要财务指标，如净收益、单位净收

益、资产净值、单位净值增长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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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单位净值增长率： 

该基金在该报告期内的单位净值增长率。通过该指标可以衡量对比不同基金的净值增长率高

低。 

 

3.2.2.12 基金收益来源 

报表说明： 

展示选定报告期选定范围内基金的收入来源、费用、净收益等指标，如收入主要来源于不同

证券品种的买卖差价收入（如股票、债券、权证），还是股息、利息等红利所得。可以看出

股票型基金收入的绝大部分还是来源于股票差价收入的。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展示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的收益来源：股票投资收益，债券投资

收益，衍生工具收益，股利收益等；以及基金费用，最终赚得的净收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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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3 基金分红（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统计基金在一定时间段内的累积分红及最新一次分红信息。 

界面说明： 

上表为用户设定时间段内，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最新一次分红情况及区间内累积分红数量和分

红次数。 

下表“基金明细”为上表选中某个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基金历次分红情况。 

 

关键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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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间累计分红（上表）： 

该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历次单位分红的合计数。 

区间累计分红次数： 

该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历次分红次数。 

当年分红序数： 

该基金的该次分红在分红年度上的排序数。 

区间分红序数： 

该基金在设定时间段内的分红序号，默认按照红利发放日的时间顺序排列计数。 

3.2.2.14 基金分红（明细） 

报表说明： 

一页概览展示用户设定时间段内，所选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分红的明细数据。 

界面说明： 

一页顺次展示所有分红的明细数据。 

 

关键指标说明： 

当年分红序数： 

该基金的该次分红在分红年度上的排序数。 

区间累计分红： 

该基金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历次单位分红的累加数。 

区间分红序数： 

该基金在设定时间段内的分红序号，默认按照红利发放日的时间顺序排列计数。 

 

3.2.2.15 基金分红预算与实施 

报表说明： 

展示基金分红预案的明细记录，并与分红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对比。 

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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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展示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基金公告的分红预案及最新进展。方便查询到即将分红基金的

重要信息。 

 

关键指标说明： 

较预案差异： 

若此次基金分红预案实施的话，基金的实际单位分红减去预案单位分红。从该指标既可以看

出基金公司是否会修改分红预案，也可以看出是否会出现实际分红远好于分红预案的情况。 

 

3.2.2.16 基金拆分与折算 

报表说明： 

展示选定时间区间内基金的拆分与折算信息。 

界面说明： 

一页展示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基金拆分与折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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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资产置换 

3.2.3.1 资产配置（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对比不同报告期不同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的股票、债券、权证、现金等资产类型的 

市值及占比；并计算展示不同资产类型的市值增长率。从这个报表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 

基金机构投资者对整个资本市场中股票类资产和债券类资产将来的收益情况。一般来说，如 

果大家一致看多股票市场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到股票市值的占比明显高于债券市值占比， 

也明显高于股票市值占比的历史数据。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展示多基金多报告期的资产配置情况。 

下表显示选中的某种类型资产对应的明细基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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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股票市值： 

用户选定的基金范围内所有的基金用户选择的某个报告期持有的股票市值的合计 

值。其余债券/权证/现金等资产客户的市值也是同样的算法。 

股票市值占总值比： 

合计的股票市值占所选基金范围在该报告期的资产总值合计值的比例。 

股票市值占净值比： 

合计的股票市值占所选基金范围在该报告期的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因为基金 

资产净值是资产总值剔除了负债类权益类科目之后的数据，股票市值占资产净值 

的比例这个指标能够更有效地看出基金机构投资者的有效资产配置，及其对股票 

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资产配置策略。 

权证市值占净值比： 

随着权证市场的迅速发展，也有更多的基金公司将权证作为整个基金资产配置的 

一个重要部分。 

股票市值增长率： 

用户选定的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的持股市值合计数据相对于用户选定的上个报 

告期的增长率。从这个指标可以有效看出某类资产在整个基金资产中的投资比例 

变化趋势。 

 

3.2.3.2 资产配置（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每个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的各类资产市值，市值占比，

市值增长率，方便用户导出数据作进一步的分析。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的资产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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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股票占比： 

某基金在用户设定报告期内持有的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股票市值增长率： 

某基金在用户设定报告期的持股市值相对上个报告期的增长率。 

 

3.2.3.3 行业分布（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股票资产的证监会行业配置，可

以看到制造业二级行业及其他一级行业的持有市值，占股票投资市值比。值得推荐的是，此

处可以看到基金资产的行业占比相对于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例的超额配置或不足配置

比例，通过此指标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基金机构投资者对行业配置的投资策略，相对更加看

好哪个行业。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比较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用户选定的多个报告期内，不同行业的汇总

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比例，不同行业相对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

置的比例。 

下表为选中的上表某个行业被哪些基金所持有的明细数据，同样也可以看到某个基金的行业

配置相对于股票市场标准配置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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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某行业市值占股票投资市值比： 

用户所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所持有的某个行业市值 

合计值占该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的股票投资市值合计值的比例。一般说来，该指 

标越大，说明该行业在整个基金资产中占有更高的比重。 

 

某行业在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A * A
100%

A * A





某行业某报告期末股票市场标准配置比例（%）

该行业截止该报告期末所属 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它的流通 股
=

截止该报告期末所有 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它的流通 股

 

该指标说明整个股票市场上不同行业的市值占比，就相当于是标准市场行业配置比例 

相对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某行业某报告期末相对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 

=该行业该报告期末占股票投资市值比-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 

该指标能够非常有效的考核基金资产的行业配置倾向，即对于看好的行业就多于市场标准配

置比例，对于不看好的行业就少于市场标准配置比例。 

 

3.2.3.4 行业分布（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每个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股票资产的证监会行业配 

置明细数据，可以做单个基金行业配置的历史趋势比较，也可以做多个基金某个报告期的行 

业配置比较，并可以把明细数据导出作进一步深入分析。 

界面说明： 

一页展示所选基金在所选报告期的证监会行业配置数据，即每个行业的市值，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的比例，同样也可以看到每个行业相对于股票市场标准配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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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多寡。 

 

关键指标说明： 

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计算方法同于“行业配置[汇总]”报表，即整个股票市场中某个行业的市值占比。 

相对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计算方法同于“行业配置[汇总]”报表，即某基金的某个行业市值占比相对于股票市场标准

行业配置的比例。一般说来，该指标越大，说明该基金在后市越看好这个行业。 

 

3.2.3.5 重仓持股（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十大重仓股的合计值，可以看到

哪些股票被更多的基金持有，基金持有股票的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的增减变化。对“持有基

金数/持股总量/持股总市值”等指标排序，都可以看到整个基金市场更多的是持有哪些股票；

对“季度持仓变动”指标排序，可以看到整个基金市场在增持哪些股票，又在减持哪些股票；

对“持股占流通股比”指标排序，可以看到哪些股票更多的是被基金持有。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比较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用户选定的多个报告期内，基金重仓股票的

各种合计指标，并可以看到相对上个报告期的历史变动趋势指标。 

下表为选中的上表某个股票被哪些明细的基金所持有，每个基金的持仓变动，可以进一步分

析被整个基金市场所增持的股票主要是被哪些基金所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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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 

汇总用户选定的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持有某股票的基金个数。 

季度持仓变动：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持仓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总量的变动数量。从这个指标可以看

出基金在本报告期增持了哪些股票，减持了哪些股票。 

持股占流通股比：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基金持有该股票数量占该股票流通股的比例。从该指标可以看出哪

些股票更多的是被基金持有。 

持股总市值：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基金持有的该股票市值的合计值。 

持股市值占基金净值比： 

基金持股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 

持股市值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比： 

基金持股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合计值的比例。 

 

3.2.3.6 重仓持股（明细） 

报表说明： 

分别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报告期内，每个基金重仓持股的明细

数据，方便用户作单个基金的历史持股对比，也方便用户作多个基金在某个报告期的对比。 

界面说明： 

一页展示基金某报告期重仓持股的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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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季度持股变动： 

某基金某个报告期持有某个股票的数量相对于上个报告期的数量变动。 

持股占流通股比例： 

某基金某个报告期持有某个股票的数量相对于该股票流通股比例。 

 

3.2.3.7 全部持股（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展示用户设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好的中报或者年报，全部持股的汇总

值。从该报表可以看到根据基金中报年报公布的全部持股数据，汇总得到的哪些股票被整个

基金市场持有更多，哪些股票被整个基金市场增持减持。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比较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用户选定的多个报告期内，全部持股的汇总

值，某股票被整个基金市场持有数量的合计值，持有市值的合计值。 

下表为选中的上表某个股票被哪些基金持有，持有市值，半年度持股变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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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 

汇总用户选定的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中报或年报内，持有某股票的基金个

数。 

半年度持仓变动：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持仓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总量的变动数量。从这个指标可以看

出基金在本报告期增持了哪些股票，减持了哪些股票。 

 

3.2.3.8 全部持股（明细） 

报表说明： 

分别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报告期内，每个基金全部持股的明细

数据，方便用户用户导出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界面说明： 

一页展示基金某中报或年报全部持股的明细数据。 



 

287 
 

 

3.2.3.9 券种组合（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每个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不同类型的债券资产

持有市值，占净值比等，既能方便的对比某个报告期所有基金合计的国债、企债、金融债、

可转债、央行票据五中债权资产的持有市值，市值占比；又能够方便的对比多个报告期某种

债券类型资产市值及占比的历史变动情况。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比较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用户选定的多个报告期内，不同类型的债券

品种在整个基金资产中的占比，在整个基金债券投资市值中的占比。 

下表为选中的上表某种类型债券被哪些基金持有，单个基金持有该类型债券的市值和比例，

可以看到到底是哪个基金对某种类型的债券资产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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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国债市值： 

汇总的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持有的国债市值的合计值。其他类型债券资产市值也是类似计算

方法得到的合计值。 

国债市值占净值比： 

国债市值的合计值占所选基金范围所有基金的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从该指标可以看 

出国债资产相对于企债、金融债等债券资产的比例多寡。 

 国债市场增长率： 

本报告期基金持有的国债市值的合计值相对于上个报告期的增长率。 

 

3.2.3.10 券种组合（明细） 

报表说明： 

分别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每个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不同类型债券资产的 

持有市值，持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的明细数据。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选基金在所选报告期内持有的国债、企债、金融债、可转债、央行票据等不 

同债券类型资产的持有市值，市值增长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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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1 持有债券（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每个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持有的债券资产 

的合计数据。主要可以看到哪个债券被更多的基金持有，哪个债券被整个基金市场增持或者 

减持。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比较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用户选定的多个报告期内，被整个基金市场

持有的债券数据，通过“持有基金数”排序，可以看到哪些债券被更多的基金持有；通过“持

仓总量/持仓总市值”排序，可以知道哪个债券被整个基金资产持有的更多。 

下表为选中的上表某个债券被哪些基金持有的明细数据，可以看到某个基金持有该债券数量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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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 

汇总用户选定的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持有某债券的基金个数。 

季度持仓变动：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持仓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总量的变动数量。从这个指标可以看

出基金在本报告期增持了哪些债券，减持了哪些债券。 

持仓总市值：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基金持有的该债券市值的合计值。 

占基金净值比： 

基金持仓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 

占债券市值比： 

基金持仓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债券投资市值合计值的比例。 

 

3.2.3.12 持有债券（明细） 

报表说明： 

分别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报告期内，每个基金持有债券的明细

数据，方便用户用户导出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基金持有债券的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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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3 持有权证（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每个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持有的权证资产的合

计数据。主要可以看到哪个权证被更多的基金持有，哪个权证被整个基金市场增持或者减持。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比较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用户选定的多个报告期内，被整个基金市场

持有的权证数据，通过“持有基金数”排序，可以看到哪些权证被更多的基金持有；通过“持

仓总量/持仓总市值”排序，可以知道哪个权证被整个基金资产持有的更多。 

下表为选中的上表某个权证被哪些基金持有的明细数据，可以看到某个基金持有该权证数量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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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 

汇总用户选定的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持有某权证的基金个数。 

季度持仓变动：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持仓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总量的变动数量。从这个指标可以看

出基金在本报告期增持了哪些权证，减持了哪些权证。 

持仓总市值：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基金持有的该权证市值的合计值。 

占基金净值比： 

基金持仓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 

占权证市值比： 

基金持仓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权证投资市值合计值的比例。 

 

3.2.3.14 持有权证（明细） 

报表说明： 

分别展示用户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报告期内，每个基金持有权证的明细

数据，方便用户用户导出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基金持有权证的明细数据。 

 

 

3.2.3.15 平均剩余期限 

报表说明： 

分别展示多个货币型基金多报告期末公布的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情况。 

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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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概览选定基金在选定报告期内持有资产的平均剩余期限分布的明细数据。 

 

3.2.3.16 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报表说明： 

分别对比展示多货币型基金多报告期公布的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选定的多个基金在设定报告期内发生的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3.2.3.17 资产净值偏离度情况 

报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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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展示多货币型基金多报告期公布的资产偏离度情况。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选定的多个基金在多个报告期的资产净值偏离度情况。 

 

3.2.3.18 持有流通受限证券（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用户选定单个报告期的流通受限制的证券数量合计及期

末估值总额合计值等。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计算选定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持有的流通受限的证券数量合计数，

期末成本总额合计数，期末估值总额合计数等。这些数据更多的是新股/增发/配股等事项性

的流通受限。 

下表展示上表选中的某个证券被哪些基金持有的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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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累计持有数量：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所选范围内所有基金持有该流通受限证券数量的合计数量。 

累计期末成本总额：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所选范围内所有基金持有该流通受限证券成本总额的合计数。 

累计期末估值总额：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所选范围内所有基金持有该流通受限证券的期末估值总额的合计

数。 

3.2.3.19 持有流通受限证券（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选定报告期选定范围内基金的全部流通受限制的证券数量及金额等的明细数据。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展示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的数量，成本，期

末估值等明细数据，方便导出后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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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期末估值总额占资产净值比： 

基金所持有的该流通受限证券的期末估值占该基金在本报告期资产净值的比例。从这个指标

可以看出该基金所有资产净值中有多少证券资产是流通受限的，可流通的日期具体是哪天，

一定程度会对基金单位净值的计算有些微影响。 

 

3.2.3.20 股票买卖总额 

报表说明： 

展示选定报告期选定范围内基金的买入和卖出金额。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展示所选基金分为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股票买卖金额，资产活跃程度和股票投

资活跃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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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买卖金额： 

某基金在设定报告期卖出股票金额减去买入股票金额的差值，衡量某基金在整个股票资产是

净买入还是净卖出。 

平均资产净值： 

某基金在本报告期和上个报告期末的资产净值的算术平均值。 

资产活跃度： 

某基金在本报告期的股票买入总额和卖出总额的合计值占平均资产净值的比率。该指标用来

衡量某基金股票买卖操作总额相对于整个基金资产净值的倍数。对于股票型基金，这个指标

越大，说明该基金的股票投资操作更加的活跃和频繁。对于货币市场型基金和多数债券型基

金，因为不存在股票买入卖出总额，所以这两类基金的资产活跃度无法计算。 

平均股票市值： 

某基金在本报告期的股票投资市值和上个报告期末的股票投资市值的算术平均值。 

股票投资活跃度： 

某基金在本报告期的股票买入总额和卖出总额的合计值占平均股票市值的比率。该指标用来

衡量某基金股票买卖操作总额相对于整个股票投资市值的倍数。对于股票型基金，这个指标

越大，说明该基金的股票投资操作更加的活跃和频繁。并且该指标分子分母较资产活跃度更

有可比性，能够更加准确的衡量基金股票投资的买卖操作程度和调整仓位程度。对于货币市

场型基金和多数债券型基金，因为不存在股票买入卖出总额，所以这两类基金的股票投资活

跃度无法计算。 

 

3.2.3.21 组合重大变动（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展示选定报告期选定范围内基金的累计买入金额和卖出金额排名前二十或占期初

资产净值超过2%的股票买卖金额，并按照股票来汇总分析。 

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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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展示基金披露出来的买卖金额靠前的股票的汇总值，看哪些股票被更多的基金大量 

的买入和卖出。 

下表展示上表选中的某个股票被哪些基金大量买入和卖出的明细数据，可以对上表汇总 

数据作更深入的分析，看具体是哪个基金买得更多，卖得更多。 

 

关键指标说明： 

累计买入金额： 

某股票被所选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披露出来到的买入金额的合计数。 

累计卖出金额： 

某股票被所选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披露出来到的卖出金额的合计数。 

累计买入金额： 

某股票被所选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披露出来到的买卖差价（卖出金额减去买入金额）

的合计数。 

3.2.3.22 组合重大变动（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选定报告期选定范围内基金的重大买入卖出股票的明细数据。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展示所选基金分为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重大买入卖出股票的明细数据，方便导

出后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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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累计买卖差额： 

该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披露的卖出金额减去买入金额的差额。 

3.2.3.23 基金禁止投资证券 

报表说明： 

根据证监会对基金投资证券的限制条件，可以每日提取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的各自禁止

投资的证券一览，并能够查阅到被禁止投资的原因。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展示所选基金的禁止投资证券数量，其中禁止投资的股票和债券数量。 

下表显示上表选中的某基金所有禁止投资的证券类别，并注明禁止投资的类型（按照证监会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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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禁投证券数量： 

汇总计算某基金在某个交易日禁止投资的证券总数量。 

禁投股票数量： 

该基金在该交易日禁止投资的股票数量。 

禁投债券数量： 

该基金在该交易日禁止投资的债券数量。 

禁止投资类型： 

该基金在该交易日禁止投资该证券的原因，也即证监会所规定的禁止投资类型。 

 

3.2.4 基金公司 

3.2.4.1 基金公司规模 

报表说明： 

展示当前所有基金公司的基本资料，如旗下基金个数，基金总资产规模等，并对基金公司旗

下基金的明细展示，基金公司的历任股东，基金公司的历任基金经理。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基金管理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的个数/份额/资产净值合计值等，以及一些公司注册

资本金等基本信息。 

下表的“旗下基金”展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旗下所有的基金明细数据； 

下表的“股东资料”展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历任的股东及股东各自持股比例，股东性

质等重要信息； 

下表的“基金经理”展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历任基金经理，包括现任

和已经离任的，基金经理的任职区间，个人简历等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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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基金数量： 

该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个数。 

份额合计： 

该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最新份额的合计值。 

资产合计： 

该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最新资产净值的合计值。 

 

3.2.4.2 基金公司规模变化 

报表说明： 

统计展示一段时间内各家基金公司旗下管理基金的规模变动与旗下所有基金的资产净值表

现等重要指标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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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了所有基金公司在设定范围内的总份额与资产净值情况。 

下表展示了对应的基金公司旗下单个基金份额与资产净值情况。 

 

关键指标说明： 

期末基金总份额： 

某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期末对应最新份额的合计值。 

期末基金总资产净值： 

某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期末对应最新资产净值的合计值。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率： 

某基金公司“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开放式基金上期期末总份额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某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开放式基金本期期末总份额 – 开放式基金上期期末总份额以下指标针

对旗下单只基金： 

 

3.2.4.3 管理费用（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基金公司在设定报告期所管理的基金只数、基金资产份额、基金资产净值总额、所

收取的管理费用合计额。因为基金公司盈利的重要部分是发行运作基金之后所收取的管理 

费用，通过对“管理费用合计”排序，可以非常方便的得知哪个基金公司能赚得更多的管理 

费用，并通过下面的明细基金，可以得知该基金公司旗下哪个基金贡献了最多的管理费用。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计算各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个数，所管理的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所收取 

的管理费用，并可以作多个报告期的对比。 

下表为上表所选中的基金公司旗下的所有明细基金，每个基金的明细数据，如基金份额， 

基金资产净值，管理费用等。并提供了每个基金对应的最新管理费率，可以对比哪个基金的 

管理费率更高，哪个基金贡献的管理费用更多。 



 

303 
 

 

关键指标说明： 

管理基金份额： 

某基金管理公司在该报告期其旗下所有基金的份额合计数。 

管理基金资产： 

某基金管理公司在该报告期其旗下所有基金的资产净值合计数。 

管理费用合计： 

某基金管理公司在该报告期其旗下所有基金的管理费用合计数。 

 

3.2.4.4 管理费用（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用户所选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旗下所有基金的管理费用明细。可以

方便在所有基金内做对比，也可以将数据导出后作进一步深入分析。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的管理费用明细数据，还包括基金份额，基

金资产净值，基金的管理费用，对应最新的管理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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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5 基金经理变更 

报表说明： 

计算展示基金公司旗下基金更换基金经理的频率。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用户选定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现任和离任基金经理，以及基金经理的人均任职

年限，可以看出基金经理的更换频率。 

 

关键指标说明： 

人均任职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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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任职年限=sum（该基金单个基金经理的任职年限）/ 历任基金经理人数。 

通过该指标可以看出该基金更换基金经理的频率，或者说衡量平均其历任基金经理的任职年

限。 

 

3.2.4.6 资产配置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展示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资产配置情况。将基金公司旗下基金作为一个更 

大的基金来分析，再来查看其资产配置情况。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选中基金公司在设定报告期的股票债券权证等资产配置情况。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资产配置明细情况。 

 

关键指标说明： 

股票市值： 

用户选定的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某个报告期持有的股票市值的合计值。其余债券/权证/

现金等资产客户的市值也是同样的算法。 

股票市值占净值比： 

合计的股票市值占所选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该报告期的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因为基

金资产净值是资产总值剔除了负债类权益类科目之后的数据，股票市值占资产净值的比例这

个指标能够更有效地看出基金机构投资者的有效资产配置，及其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资

产配置策略。 

权证市值占比： 

随着权证市场的迅速发展，也有更多的基金公司将权证作为整个基金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部

分。 

股票市值增长率： 

用户选定的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持股市值合计数据相对于用户选定的上个报告期的增

长率。从这个指标可以有效看出某类资产在整个基金资产中的投资比例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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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7 行业分布 

报表说明： 

展示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汇总计算后得到的行业分布情况。可以看到每个基金公司整 

体上的重仓行业，并能在明细表中查看是旗下哪个基金持有了更多的某个行业。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选中基金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汇总后的行业分布情况。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某个行业对应其旗下基金的明细情况。 

 

 

关键指标说明： 

某行业市值占股票投资市值比： 

用户所选定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所持有的某个行业市值合计值占该

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股票投资市值合计值的比例。一般说来，该指标越大，说明该行业

在整个基金资产中占有更高的比重。 

 

某行业在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A * A
100%

A * A





某行业某报告期末股票市场标准配置比例（%）

该行业截止该报告期末所属 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它的流通 股
=

截止该报告期末所有 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它的流通 股

 

该指标说明整个股票市场上不同行业的市值占比，就相当于是标准市场行业配置比例。 

 

相对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某行业某报告期末相对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 该行业该报告期末占股票投资市值比-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 

该指标能够非常有效的考核基金资产的行业配置倾向，即对于看好的行业就多于市场标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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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比例，对于不看好的行业就少于市场标准配置比例。 

3.2.4.8 重仓持股 

报表说明： 

展示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汇总计算后得到的重仓持股情况。可以看到每个基金公司整 

体上的重仓股票，并能在明细表中查看是旗下哪个基金持有了更多的某只股票。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选中基金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汇总后的重仓持股情况。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重仓股票被旗下哪些基金所持有的明细情况。 

 

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 

汇总用户选定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持有某股票的基金个数。 

季度持仓变动：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持仓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总量的变动数量。从这个指标可以看

出某基金公司在本报告期增持了哪些股票，减持了哪些股票。 

持股占流通股比：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基金持有该股票数量占该股票流通股的比例。从该指标可以看出哪

些股票更多的是被基金持有。 

持股总市值：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基金持有的该股票市值的合计值。 

持股市值占基金净值比： 

基金持股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 

持股市值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比： 

基金持股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合计值的比例。 

3.2.4.9 全部持股 

报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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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汇总计算后得到的全部持股情况。可以看到每个基金公司整体上

的全部持有股票，并能在明细表中查看是旗下哪个基金持有了更多的某只股票。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选中基金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汇总后的全部持股情况。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全部持有股票被旗下哪些基金所持有的明细情况。 

 

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 

汇总用户选定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中报或年报内，某基金公司旗 

下所有基金持有某股票的基金个数。 

半年度持仓变动：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持仓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总量的变动数量。从这个指 

标可以看出该基金公司在本报告期增持了哪些股票，减持了哪些股票。 

 

3.2.4.10 券种组合 

报表说明： 

展示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汇总计算后得到的券种情况。可以看到每个基金公司整体上持有

的国债、金融债、企债等不同类型债券情况，并能在明细表中查看是旗下哪个基金持有了更

多的某种类型债券。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选中基金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汇总后的持有不同债券类型情况。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持有的某种类型债券被旗下哪些基金所持有的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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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国债市值： 

汇总的基金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持有的国债市值的合计值。其他类型债券资产市值也是类似

计算方法得到的合计值。 

国债市值占净值比： 

国债市值的合计值占所选基金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的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从该指标可以

看出国债资产相对于企债、金融债等债券资产的比例多寡。 

国债市场增长率： 

本报告期基金持有的国债市值的合计值相对于上个报告期的增长率。 

 

3.2.4.11 持有债券 

报表说明： 

展示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汇总计算后得到的重仓债券情况。可以看到每个基金公司整 

体上持有的重仓债券情况，并能在明细表中查看是旗下哪个基金持有了更多的某只债券。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选中基金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汇总后的重仓债券情况。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持有的某只重仓债券被旗下哪些基金所持有的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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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 

汇总用户选定的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持有某债券的基金个数。 

季度持仓变动：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持仓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总量的变动数量。从这个指标可以看

出该基金公司在本报告期增持了哪些债券，减持了哪些债券。 

持仓总市值：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基金持有的该债券市值的合计值。 

占基金净值比： 

基金持仓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 

占债券市值比： 

基金持仓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债券投资市值合计值的比例。 

3.2.4.12 持有权证 

报表说明： 

展示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汇总计算后得到的持有权证情况。可以看到每个基金公司整体上

持有的权证情况，并能在明细表中查看是旗下哪个基金持有了更多的某只权证。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选中基金公司的旗下所有基金汇总后的持有权证情况。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公司持有的某只权证被旗下哪些基金所持有的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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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 

汇总用户选定的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在用户设定的报告期内，持有某权证的基金个数。 

季度持仓变动：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持仓总量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总量的变动数量。从这个指标可以看

出该基金公司在本报告期增持了哪些权证，减持了哪些权证。 

持仓总市值： 

汇总计算出来的本报告期基金持有的该权证市值的合计值。 

占基金净值比： 

基金持仓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资产净值合计值的比例。 

占权证市值比： 

基金持仓市值的合计值占基金权证投资市值合计值的比例。 

 

3.2.4.13 基金收益来源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各家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的主要收益来源等。 

界面说明： 

上表为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汇总后计算出来的总收入、净收益、股票差价收入、股息收入

等。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明细的收益来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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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机构研究 

3.2.5.1 代销机构统计（按机构） 

报表说明： 

按照不同基金代销机构类型，来汇总展示各家代销机构所代销的基金总个数，并展示所代销

基金的明细数据。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每个基金代销机构所代销基金个数，并可以选择“券商/银行/其他”三种代销机构

类型来统计，方便用户在同种类型代销机构中对比分析。 

下表为上表选中基金代销机构所代销的明细基金，以及这些基金的基本信息，如基金成立日，

基金发行份额，基金最新份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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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代销基金只数： 

该基金代销机构所代销基金的总个数。从该指标可以看出哪个代销机构销售了更多的基金，

对于买基金的投资者来说，可以查找代销基金个数比较多的代销机构，可以选择到自己更看

好的基金。 

 

3.2.5.2 托管费收入排名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展示托管银行的最新托管规模：托管基金个数，托管基金资产净值合计数，其中托

管的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等汇总情况。这个报表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最新的托管行规模

排名情况。 

界面说明： 

上表展示截止目前所有的基金托管行托管规模情况，比如托管基金个数，托管基金份额， 

托管基金资产净值合计数等。 

下表为上表选中的某个基金托管行所有托管基金明细，如基金份额和托管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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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托管基金份额： 

截止目前该基金托管行所有托管基金份额合计数。 

托管基金资产： 

截止目前该基金托管行所有托管基金的资产净值合计数。 

3.2.5.3 基金托管规模变动 

报表说明： 

按照时间序列数据，汇总计算展示各基金托管行的基金托管规模在用户设定时间段内的 

变动情况。既可以对比某个时间段内不同托管行的发展状况，又可以查看同一个托管行在历 

史时间段内的发展变更状况。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托管行在一段时间区间内的基金托管规模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区分为开放 

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对比所托管基金个数，托管基金份额，托管基金的资产净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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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开始日期/截止日期/统计频率： 

“统计频率”提供“季度、半年、年”三种统计频率。 

由离“截止日期”往前找到最近的统计时间频率对应的有效子时间区间截止点；由“开始日

期”往前找到最近的统计时间频率对应的有效子时间区间开始日；并由“开始日期/截止日

期/统计频率”确定有几个子区间。 

期间新成立基金只数： 

在该时间区间内该托管行所托管的新成立基金个数。该指标可以看出新成立基金都各自选择

了哪家托管行。 

期间新成立基金份额： 

在该时间区间内该托管行新托管基金在该区间截止日的最新份额合计数。若基金成立后还有

持续的申购赎回，就会导致该指标和初始发行规模有不同，可以看出该托管行所托管基金规

模是净申购还是净赎回。 

 

期间新成立基金的初始发行规模： 

在该时间区间内该托管行新托管基金发行份额的合计数。该指标可以看出在该段时间内的新

托管基金的初始发行规模大小。 

原托管基金期间净申购赎回份额： 

在该时间区间该托管在区间开始日就已经开始托管的基金所发生的净申购和净赎回变动情

况。 

托管基金总份额变动（开放式+封闭式）期初托管总份额： 

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开始日托管的所有基金份额合计数。该指标可以看出该托管行在 

该时间区间内期初的托管基金规模状况。 

托管基金总份额变动（开放式+封闭式）期初市场占比： 

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开始日托管的所有基金份额合计数占期初整个基金市场规模的比例。

该指标可以看出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内期初的托管基金占比情况。 

托管基金总份额变动（开放式+封闭式）期末市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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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截止日托管的所有基金份额合计数占期末整个基金市场规模的比例。

该指标可以看出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内期末的托管基金占比情况，这个占比数据的变化，

既有原来托管基金的净申购赎回的贡献，也有期间新托管基金的份额贡献。 

托管基金总资产变动（开放式+封闭式）期初托管总资产： 

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开始日托管的所有基金资产净值合计数。该指标可以看出该托管行在

该时间区间内期初的托管基金资产状况。 

托管基金总份额变动（开放式+封闭式）期初市场占比： 

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开始日托管的所有基金资产净值合计数占期初整个基金市场资 

产净值的比例。该指标可以看出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内期初的托管基金占比情况。 

托管基金总份额变动（开放式+封闭式）期末市场占比： 

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截止日托管的所有基金资产净值合计数占期末整个基金市场资产净

值的比例。该指标可以看出该托管行在该时间区间内期末的托管基金占比情况，这个占比数

据的变化，既有原来托管基金的资产净值变动贡献，也有期间新托管基金的资产净值贡献。 

 

3.2.5.4 基金托管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基金托管行的所有托管基金以及被托管基金的基本信息，方便用户查找具体信息。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有托管行所托管的基金基本资料等明细数据，点击不同指标排序，可以看到同一

个托管行所有托管的基金等。 

 

3.2.5.5 交易佣金（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计算各个券商在设定报告期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通过其席位进行证券交易的基金

个数，股票/债券/回购等不同证券类型的交易总金额，所赚取的佣金总额等。因为券商经纪

部门很大比例的收入来源都是基金公司通过其席位交易而缴纳的佣金。通过对“总佣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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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以非常方便的得知哪个券商能赚得更多的佣金，并通过下面的明细基金，可以得知 

哪个基金给该券商贡献了最多的佣金。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计算各家券商在其席位上交易的基金个数，股票交易总金额，股票席位占比等，所

收取的总佣金，并可以作多个报告期的对比。 

下表为在上表所选中的某个券商席位交易的所有明细基金，每个基金在该券商席位交易的明

细数据，如股票交易总金额、股票席位占比等、佣金等。可以对比哪个基金给该券商席位贡

献了更多的佣金收入。 

 

关键指标说明： 

股票交易总金额： 

通过该券商席位交易的基金，该基金通过该席位交易的股票交易总金额。 

股票席位平均占比： 

通过该券商席位交易的基金的股票交易总金额相对于整个基金总交易金额的比例。 

债券交易总金额： 

通过该券商席位交易的基金，该基金通过该席位交易的债券交易总金额。 

债券席位平均占比： 

通过该券商席位交易的基金的债券交易总金额相对于整个基金总交易金额的比例。 

回购交易总金额： 

通过该券商席位交易的基金，该基金通过该席位交易的回购交易总金额。 

回购席位平均占比： 

通过该券商席位交易的基金的回购交易总金额相对于整个基金总交易金额的比例。 

总佣金： 

通过该券商席位交易的基金所缴纳的佣金数量合计数。一般说来，该指标越大，说明该 

券商席位从基金交易赚取了更多的佣金收入。 

佣金席位平均占比： 

通过该券商席位交易的基金所缴纳的总佣金相对于整个基金总佣金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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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6 交易佣金（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用户所选基金范围内的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所使用的券商交易席位的明细数据，

包括券商席位名称，该基金在某报告期通过该券商席位所交易的股票金额/债券金额/回购金

额，所缴纳的佣金，佣金席位占比等。可以方便在所有基金内做对比，也可以将数据导出后

作进一步深入分析。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选基金范围内所有基金在设定报告期的交易佣金明细数据，包括券商席位名称，

在每个席位交易的股票/债券/回购金额，为该席位贡献的佣金等。 

 

3.2.5.7 上市基金持有人（汇总） 

报表说明： 

汇总展示上市交易基金的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总个数，持有基金总份额，持仓比例变动等信

息，并能方便的查看某个基金持有人持有的所有基金明细数据。从这张报表可以看出大量的

上市基金如封闭式基金等还是由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大量持有。 

界面说明： 

上表汇总用户所选范围内所有上市基金在设定报告期内的持有人持有基金个数，持有基金份

额，持仓比例，持仓数量增减变动等信息。点击“持有基金数量”排序，可以快速查找到哪

个持有人持有更多的上市型基金。 

下表为上表选中持有人在设定报告期所持有的明细基金信息，如该持有人持有该基金的 

数量，持仓变动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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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说明： 

持有基金数量： 

某基金持有人在设定报告期持有的上市基金数量的合计值。 

平均持仓比例： 

某基金持有人在设定报告期持有基金总数量占这些基金的总份额比例。该指标越高，说 

明该持有人在所持有基金里面所占比重越大。 

持仓数量变动 

某持有人本报告期持有基金总数量相对上个报告期的增减变动情况。 

平均持仓比例 

某持有人本报告期的基金平均持仓比例相对上个报告期持仓比例的变动情况。 

3.2.5.8 上市基金持有人（明细） 

报表说明： 

展示上市基金持有人在设定报告期的基金明细数据。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持有上市基金的明细数据，如持有数量，持仓比例等，方便数据导出后作进一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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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9 关联方持有基金 

报表说明： 

展示基金公司或基金公司股东的基金关联方持有基金的情况。 

界面说明： 

一页概览所选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在设定报告期北齐基金管理公司或基金公司股东所持有的

份额，比例等信息，可以知道某基金公司是否会明显增持其旗下基金或者大量持有旗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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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券 

4.1 银行间债券行情 

银行间债券行情的特点是行情新、快、全面，报价信息丰富，历史行情数据可供查询比

较。行情数据主要涵盖了现券、拆借、回购、远期、利率等品种的报价和交易行情，还包含

了影响力日益重大的“上证固定收益平台”的行情数据。 

4.1.1 现券 

现券包括“最优报价”、“双边报价”、今日以及历史的行情与成交数据。历史行情和报

价需要点击“提取数据”方能有数据展示，其他报价直接点击选项，直接展现数据。 

 

 

4.1.2 拆借 

此板块包括了银行间拆借交易的所有品种，提供了品种统计数据以及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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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银行间回购行情 

银行间回购行情包括“质押式回购”和“买断式回购”的今日和历史行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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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远期交易 

 

4.1.5 上证所固定收益平台 

上证所固定平台在债券交易中的作用将日益显现，更多的债券将会在这个平台上报价交

易，机构版提供此平台的行情数据。 

 

4.1.6 上交所和深交所行情 

工具栏最右侧键面提供了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实时行情数据，为投资决策提供实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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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债券统计报表 

专题报表是把海量的数据按照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组合而形成的时间序列数据或者面板

数据。从横向上看涵盖了债券的所有品种以及其他可量化的性质，从纵向上看则包括了从发

行到交易的业务。专题报表设计者试图站在专业使用者的角度进行数据挖掘，提炼出最为常

用的统计数据制作成表；查看分析某一个专题报表的数据，就能基本了解这一块业务的历史

情况以及最新发展。 

专题报表共涵盖了 7 个大分类，将近 200 张专题报表，具体内容如下： 

4.2.1 市场概况 

市场概况是对不同品种债券的基本性质的说明列表，包括不同品种债券的基本资料、利

率变动情况、托管情况以及其他资料。 

4.2.1.1 存量债券统计   

此专题统计是所有现存流通债券的存量数据报表，按照债券种类分别统计，可以看出存

量债的债券结构，流通规模。在下方会有“债券明细”和“结构图”，可以得到明细资料和

直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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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基本资料 

此专题根据债券品种分成小的子报表，每一张报表都阐述了一类债券的基本信息，包括

“票面利率”、“期限”等等。 

 

4.2.1.3 到期与利率变动 

即将到期债券列表 

对即将到期的债券的基本资料进行列示，起到提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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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发行与到期 

国债的发行到期统计报表，展示了一定频率（月、年等）内，国债的发行和到期情况，有

利于对国家宏观政策的把握，以及对市场基准利率趋势的把握。 

 

债券派息 

利息是债券投资的主要收入，此专题囊括了在一定时期内债券的付息情况。 

4.2.1.4 回购相关 

此模块主要包括“回购资料一览”和“标准券折算比例”，分别例举了现在市场中存在

的的所有回购的基本资料以及沪深两市公布的“标准券折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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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 其他资料 

债券特殊条款 

此报表摘录了债券的特殊条款的内容和执行期间，有助于对债券整体性质的把握。 

 

浮动利率债券信息 

浮息债作为一个特殊的债券品种，有一些自身的特性；此专题报表单独整理了浮动利率

债券关于基准利率、利差、保底利率等信息，有助于把握整个浮息债市场动向。 

 

浮动利率债券信息 

浮息债作为一个特殊的债券品种，有一些自身的特性；此专题报表单独整理了浮动利率

债券关于基准利率、利差、保底利率等信息，有助于把握整个浮息债市场动向。 

 

 

跨市场债券一览 

此专题报表是同一债券的银行间市场以及交易所的交易情况的数据整合，可以用来分析

是否存在跨市场套利机会。 

 
债券现金流汇总 

此专题报表是对于一个时期之内所有债券付息和兑付现金流的汇总表，通过图形能够看

出一个周期之内债市现金流的趋势。明细数据的现金流数据可以用来对债券进行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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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 债券托管 

这一模块包括 11 张从不同角度表现债券托管量的专题报表。 

 

4.2.2 一级市场 

一级市场模块从债券的发行统计、招投标过程、承销统计等几个方面来展现债券的发行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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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债券发行统计 

 

4.2.2.2 央票招投标利率走势 

 

4.2.3 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模块主要是成交统计报表的整合，包括“银行间市场成交统计”、“每日行

情”和“历史行情”三部分；涵盖了各种性质机构的成交统计情况以及不同品种债券以及指

数的行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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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 银行间市场成交统计 

 

4.2.3.2 每日行情 

 



 

331 
 

4.2.3.4 历史行情 

 

4.2.4 信用债研究 

信用债是不以公司任何资产作为担保的债券，有一定的特殊性，该板块的专题报表主

要包括信用债的基本资料、发行统计、信用分析、特殊条款以及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统计。

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大致评价出一个债券的信用状况以及变化趋势。 

比较有信用债特色的两个模块是信用评级模块和基本财务数据模块。 

4.2.4.1 发债公司信用评级 

包含债券评级、主体评级以及历史发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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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 基本财务数据 

对于发债主体基本财务指标的分析，可以了解投资该债券的信用风险；从债务覆盖和营

运能力等指标可以分析出该债券的偿还能力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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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可转债研究 

可转债作为一种含权债券，自身具备一些特性，在发行、计息、特殊条款、价值分析方

面都有一些独有的指标。本专题从这些业务入手制作专题报表，每一张反映可转债在一个方

面的特性。 

4.2.5.1 发行信息 

包含预案、发行、发行结果和申购者名单四张专题报表。 

 

 

4.2.5.2 基本资料 

包含上市可转债一览、可转债浮息以及募投项目效益三张报表。 

4.2.5.3 市场表现 

此模块包含可转债行情与分析，可转债的转换价值分析、区间价值分析（可转债市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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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股市场的比较分析）以及间隔市场的成交统计报表四部分。 

 

 

4.2.5.4 条款统计 

可转债作为一种含权债券，在条款设置上也比一般债券更加复杂。条款统计模块包含转

股明细、转债余额变动、利率条款、转股价格以及转债余额五张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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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4.2.5.5 持有人资料 

从发行人的阶段性报表中取得的债券的持有人资料以及 QFII 持有转债的情况。 

 

4.2.5.6 其他资料 

包含可转债的退市和发行上市条件的两张专题报表。 

4.2.6 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是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跟踪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数据，可以分

析出当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和趋势，政策的变化以及利率走势的变化。 

此模块包含回购交易、货币投放与回笼、招投标利率走势以及票据发行和到期四张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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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 回购交易 

 

4.2.6.2 货币投放（回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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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3 招投标利率走势 

 

4.2.6.4 票据发行和到期 

 

4.2.7 机构研究 

   机构研究模块包括机构交割量排行榜、基金持有债券以及会员资格三部分的内容。

从这些专题报表中可以得到债市参与者的各种信息，包括持债的额度、业务能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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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1 机构交割量排行 

 

4.2.7.2 基金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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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3 会员资格 

 

 

4.3 数据浏览器 

因为数据库使用者的立场不同，使用数据库的需求也就不一样，对于数据提炼的要求

则是出自于其研究的目的，比如需要对比不同市场之间的流动性，或者需要对比不同债券之

间的和收益率抑或需要比较不同期限债券的期限结构；因此数据浏览器的分类树从各种角度

进行分类，以满足各种数据提取比较的需要。使用者可以在数据浏览器中自己选取指标建表，

方式灵活，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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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闻研报 

5.1 新闻研报简介 

同花顺金融数据终端的新闻研报：    

 覆盖 500 个信息源的滚动新闻每天超过 8000 篇    

 每日跟踪 2000 多家上市公司、400 个行业信息网站、50 个财经媒体的动态情报    

 拥有中国公司在上海、深圳、香港、纽约、纳斯达克、新加坡等全球各大交易所上市以

来所有的公告信息    

 完整收集来自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交易所等来源的法律法规大全    

 搜牛财经，财经界的 Google    

 囊括国内主要券商的研究报告，策略报告    

 RSS 阅读器，订阅国内财经媒体大全  

 

5.2 新闻研报主要操作区域 

 

 

 

 

5.3 新闻研报功能详述 

5.3.1 财经新闻 

5.3.1.1 财经新闻目录 

财经新闻栏目可以分为 11 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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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浏览 

支持预览及弹出窗体放式浏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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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信息收藏 

“收藏夹”用于存放用户关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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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 信息订阅 

按多种方式订阅新闻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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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订阅，删除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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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 导出与保存 

支持文本导出与 word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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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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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公司公告 

 

 

5.3.3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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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宏观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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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行业经济新闻 

 

 

3.3.6 研究报告 

 

 

5.3.7RSS 阅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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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 1：快捷键列表 

快捷键 功   能 

F1 
分时走势界面按 F1，切换 Level-2成交明细；K线界面按 F1，切换历史成交界

面 

F2 分时走势界面按 F2，切换到加量分布界面 

F3 上证指数行情 

F4 深证成指行情 

F6 自选股报价表  

F7 个股全景 

F8 历史走势图日、周、月、年线切换  

F9 深度资料 

F10 基本资料 

1 上海 A股 

2 上海 B股 

3 深圳 A股 

4 深圳 B股 

5 上海债券 

6 深圳债券 

7 上海基金 

8 深圳基金 

19 AH股列表 

300 创业板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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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FAQ 

1． 用户如何自己在电脑上修改自己的同花顺用户名的密码？ 

答：有两种处理方式：同花顺首页->我的专区；同花顺金融数据终端客户端->登录设置

->修改密码 

 

2．电脑上登陆软件时提示“认证失败：有人在其他机器上登陆您的账号，为了您的账号安

全，该账号已经被锁定” 

答：为了保证您的帐号不被盗用,维护您产品使用的利益,故我们在设定了帐号登陆限制

的功能.可能是因为您登陆时超过了 10 台电脑的限制所以您的帐户就被锁了。您在帐号锁定

后拨打我们客服热线进行解锁.  

 

3．金融数据终端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是否有要求？ 

    答：没有要求，在 windows 任何操作系统下都可以安装使用。 

 

4．金融数据终端是否有委托下单功能？ 

答：由于金融数据终端的主要用户是机构，所以没有委托下单功能。 

 

5．忘记用户名或者密码怎么办？ 

    答：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 0571-88939501，告诉客服人员您的信息，我们会帮你解决。 

 

6．F9 和 F10 有什么区别 

答：F9 是以单品种的视角向您展示各种详尽数据，数据强大，其中包括大量的公司重

大事项记录，点击报表数据查看相应的财务附注重要公司公告提供 PDF 全文时间序列上的

估值分析数据，采用“别名搜索技术”精确查询拥有相当股东的证券，而 F10 的话不能进行

别名搜索技术查询，数据也没有 F9 的详细，但是 F10 可以结合圆饼图曲线图查看信息，F9

只能通过表格查看 

 

7．如何通过软件看一只股票今天是否停盘？ 

答：通过按 F10 直接通过“公司概况”或“公司大事”中了解相关公司的情况 

 

8．在股票数据浏览器界面下，选择股票范围无法选择沪深 300 指数，输入 1B0300B 没反应 

    答：股票数据浏览器中的所有数据资料都是针对个股的，沪深 300 指数是不能查看的，

因为目前软件还没有完善，功能不全，对于指数这块功能数据目前还没开发，但是以后会增

加的，具体时间待定，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谢谢您对机构软件的支持 

 

9．金融数据终端可否看外盘的股票、期货行情？ 

答：金融数据终端目前还没有外盘的数据，但是在我们的开发计划中已经准备做外盘的

行情以及其他数据。 

 

10．为什么感觉金融数据终端的 GDP 数据与自己记忆中的不一样？ 

    答：因为 GDP 统计局会有修正的，金融数据终端的数据都是统计局最新的公布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