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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融资融券网上交易系统操作手册 

尊敬的用户： 

您好！为了方便您进行融资融券业务网上交易，公司特制定《融资融券网上交易系

统操作手册》，敬请掌握。 

本篇使用说明适用于英大证券通达信网上交易 V6.20 版。文章分交易软件下载、网

上交易登录、功能菜单、担保品划转、查询资产/负债/额度、融资买入及还款、融券卖

出及还券、普通交易、委托撤单等九部分介绍投资者如何使用网上交易客户端进行融资

融券业务操作。 

一、交易软件下载 

1、登陆英大证券官网（www.ydsc.com.cn）下载网上交易客户端，如下图： 

 

 

2、点击公司主页左侧“快速导航”中“软件下载”，进入如图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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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图中箭头部分，下载并安装即可。 

 

二、网上交易登陆 

已在我司开立融资融券账户的投资者，要使用融资融券网上交易功能，必须使用（客

户号）（非资金账号）进行登录。注意同一个客户的信用账户和普通账户的客户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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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投资者想使用“信用账户”进行融资融券交易时，登录方式选择“客户号（行情+交

易）”和“信用”，输入客户号及融资融券交易密码，点击“登录”进入交易界面。    

◆ 投资者想使用“普通账户”进行交易时，登录方式则选择“客户号（行情+交易）” 和

“证券”。 

三、功能菜单  

3.1、交易类功能 

菜单 功能说明  

买入  使用自有资金买入可作为担保品的证

券  

卖出  卖出担保证券  

融资买入  向证券公司借钱买入标的证券  

融券卖出  向证券公司借标的证券并卖出  

卖券还款  卖出证券以偿还所负债资金  

直接还款  使用自有可取资金直接偿还融资负债  

买券还券  买入标的证券以偿还所负债证券  

直接还券  使用信用账户内可用证券余额直接偿

还融券负债  

担保品划转  在普通证券账户和信用账户之间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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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担保品的证券  

撤单  撤销未成交或未全部成交的委托单  

3.2、查询类功能 

菜单  功能说明  

资金股份 查询信用资金账户的资金和信用证券

账户的股份情况  

当日委托 查询当日委托明细  

历史委托 查询历史委托明细  

历史成交 查询历史成交明细  

资金流水 查询历史资金流水明细 

信用资产查询  查询信用账户内的资产、负债、信用

额度情况  

信用股份查询  客户信用账户股份汇总 

信用合约未平仓查询 查询尚未了结融资融券合约明细 

信用合约已平仓查询 查询已经了结融资融券合约明细 

信用负债查询 查询信用账户信用负债汇总 

标的证券查询  查询可以融资买入、融券卖出的标的

证券  

担保品证券查询  查询可作为担保品的证券及其折算比

率  

 

四、担保品划转  

投资者在进行融资融券交易之前，需转入足够的担保品。担保品可以是现金，也可

以是我公司公布的可充抵保证金证券。最新可充抵保证金证券清单请查询我公司网站--

融资融券专栏。  

4.1、资金划转  

通过【银证业务】-【银证转账】功能转入资金，或转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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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担保证券划转  

通过【担保品划转】功能完成担保证券的转入和转出操作。 担保证券转入：指投

资者将其普通证券账户内的可充抵保证金证券转入其信用证券账户的操作。 担保证券

转出：指投资者将其信用证券账户的中证券转入其普通证券账户的操作。在进行担保证

券划转操作时需要注意下列事项： 

◆ 担保证券划转 T+1 日到账，划转委托当日交易时间内可撤单。  

◆ 交易所将在集合竞价期间处理的担保证券划转委托全部臵为废单，会导致划转

失败，需要投资者注意划转委托的时间。 

【担保证券划转】： 

 

[提示] ：划转方向选择“划入信用账户”时，右侧界面显示普通证券账户的持仓情况；

划转方向选择“划出信用账户”时，右侧界面显示信用证券账户的持仓情况；普通账户与

信用账户之间不可进行资金划转；在维持担保比例超过 300%的情形下，客户可以选择将

信用账户的证券划回普通证券账户，但需注意，划出证券后维持担保比例需在 300%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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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4.3、担保证券划转撤单  

通过【撤单】功能完成担保品划转委托的撤单，在需撤单的委托记录前选中打勾点

击撤单即可完成。 

 

五、查询资产/负债/额度  

投资者可以通过【查询】-【信用资产查询】功能完成信用账户的资产、负债、额

度查询，其中重要指标含义如下：  

◆ 维持担保比例（%）：维持担保比例 = ( 资金 + 信用证券账户内担保证券市值

总和) / (融资买入金额 + 融券卖出数量*当前市价 + 利息及费用总和) * 100%。  

◆ 可用资金： 账户内未被冻结现金余额。 

◆ 可用融资信用额度：指公司授予客户的融资额度与客户已用融资余额的差额。 

◆ 已用融资信用额度：指客户已使用的融资额度。 

◆ 可用融券信用额度：指公司授予客户的融券额度与客户已用融券余额的差额。 

◆ 已用融券信用额度：指客户已使用的融券额度。 

◆ 可提出资产总额：维持担保比例超过 300%的资产。 

◆ 可用保证金：折算后担保品总额。 

◆ 已用保证金：已使用折算后担保品总额。 

◆ 可买担保品资金：账户内未被冻结现金余额。 

◆ 融资负债：本系统中仅指融资本金，以融资买入成交金额来计算。其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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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融资负债 = 融资买入成交价格 * 成交数量。  

◆ 融券负债：本系统中仅指融券本金，以融券卖出成交金额来计算。其计算公式

为：融券负债 = 融券卖出成交价格 * 成交数量。  

◆ 融资利息：融资交易产生的利息。 

◆ 融券费用：融券交易产生的费用。 

◆ 融资当前市值：客户融资买入证券总市值。 

◆ 融券当前市值：客户融券卖出证券总市值。 

◆ 融资浮盈：客户进行融资交易后的盈利。 

◆ 融券浮盈：客户进行融券交易后的盈利。 

◆ 融资占用保证金：客户用于融资交易已经占用的保证金，计算公式为：Σ（融

资买入市值*保证金比例）。 

◆ 融券占用保证金：客户用于融券交易已经占用的保证金，计算公式为：Σ（融

券卖出市值*保证金比例）。 

◆ 融资浮亏：客户进行融资交易后的亏损。 

◆ 融券浮亏：客户进行融券交易后的亏损。 

◆ 融资浮盈折算：融资交易产生的浮盈经折算后形成的保证金总额。 

◆ 融券浮盈折算：融券交易产生的浮盈经折算后形成的保证金总额。 

◆ 可还券资金：指客户信用账户中，可用于直接偿还融券费用的资金余额。 

◆ 可还款资金：指客户信用账户中，可用于现金还款的资金余额。 

◆ 可用总信用额度：指公司授予客户的信用额度与客户已用余额的差额。 

◆ 已用信用额度：指客户已使用的信用额度。 

◆ 负债总浮盈：融资浮盈与融券浮盈总和。 

◆ 负债总浮亏：融资浮亏与融券浮亏总和。 

投资者可以通过【查询】-【资产股份查询】功能查询用于担保品买入的可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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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三方存管的可取资金。 

 

六、融资买入及融资负债偿还  

融资买入是指投资者向证券公司借资金买入标的证券的行为。融资期间以投资者的

保证金为担保，届时投资者需要卖出证券或直接用现金归还融资本金和融资利息。  

融资金额受融资保证金比例、可用授信额度、证券公司可融出资金余额的限制，融

资买入的标的证券必须是在我公司公布的融资标的证券范围之内。融资买入成交后，成

交金额加相应融资交易费用作为投资者该笔交易的融资总额记入负债，在约定的还款期

限内，投资者可以采用“卖券还款”方式了结融资负债，也可以采用“直接还款”的方式了

结融资负债。  

投资者还可以采用“担保品卖出”融资买入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的方式来指定归还该

证券的融资负债。  

6.1、融资买入  

投资者可通过【融资买入】功能来操作，界面如下： 

其中“最大可融”显示依照投资者输入的价格可融资买入的最大数量。可融资买入的

标的证券可通过本界面右侧的“融资标的证券列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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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查询】-【标的证券查询】的“融资标的”页查询可融资买入证

券。 

 

 

6.2、融资负债归还  

投资者可通过【卖券还款】、【卖出】、【现金还款】等功能完成，具体操作界面如下

图所示。其中卖券还款、现金还款的归还融资负债（买入款、交易费用和利息）的顺序

是先借先还；担保品卖出优先归还本券融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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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根据交易所规则，投资者卖出信用证券账户内融资买入尚未了结合约的证

券所得价款，须先偿还该投资者的融资欠款。投资者采用担保品卖出方式卖出某证券，

若该投资者账户内存在本证券融资负债，卖出所得价款优先归还本券融资债务；若该投

资者账户内不存在本证券融资负债，卖出所得价款不会归还其他证券的融资负债。 

【卖券还款】： 

 
【现金还款】： 

 

投资者在进行现金还款操作时需要注意下列事项：  

◆ 界面上“可用金额”显示为可用于现金还款资金，不包括当天卖出证券所得款项。  

6.3、融资负债查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查询】-【信用负债查询】功能查询，查询结果将多笔融资合约

按证券代码合并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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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信用合约查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查询】-【信用合约未平仓查询】功能查询未了结负债的信用合

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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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以通过【查询】-【信用合约已平仓查询】功能查询一段期限内已了结负

债的信用合约记录。 

 

七、融券卖出及还券  

融券卖出：指投资者向证券公司借入标的证券后卖出的行为。  

融券期间以投资者 的保证金为担保，届时买入或直接返还相同种类、数量的证券

归还给证券公司，同时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收取融券手续费。融券数量受融券保证金比例、

可用授信额度、证券公司可融出证券数量的限制。融券卖出成交后，成交金额作为投资

者该笔交易的融券计费金额，成交数量作为融券负债数量记入负债，在约定的还券期限

内，投资者可以采用买券还券方式了结融券负债；也可以采用现券还券，以非交易过户

的方式了结融券负债，归还所欠相应数量的证券并缴纳融券费用。还券时，投资者账上

资金不足缴纳融券费用时，相应金额转为其他负债。  

7.1、融券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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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通过【融券卖出】功能来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其中卖出价格不得低于

该证券的最新价格，且不可以市价委托；“最大可卖”为委托时可融券卖出的最大数量。

可融券卖出的标的证券可通过本界面右侧的“融券标的证券列表”查询。 

 

[提示]：融券卖出所得价款（已扣除融券卖出交易相关费用），在未了结相关融券

交易前，除买券还券外不得他用。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查询】-【标的证券查询】的“融券标的”页查询可融券卖出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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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归还融券负债  

投资者可通过【买券还券】、【直接还券】等功能完成，具体操 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买券还券】： 

 

[提示]买券还券的委托数量必须为100或其整数倍。若负债数量为100或其整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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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买券还券的委托数量必须小于等于负债数量；若负债数量非100或其整数倍时，全

部了结负债时买券还券委托数量允许超过负债数量但超过数量不 能大于100，委托成交

后生产余券。我公司将在下一个交易日（T+1）进行余券划转申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受理并确认成功后，余券在T+1日日终清算时划回到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直接还券】： 

 

7.3、融券负债查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查询】-【信用负债查询】功能查询，查询结 果将多笔融券合约

按证券代码合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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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普通交易  

投资者的信用账户内可使用自有资金买入担保证券，或卖出担保证券、撤单等， 操

作与普通交易类似。 

8.1、买入（担保品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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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信用账户的担保品买入功能只能买入担保品证券，不在担保品证券列表中

的证券不允许买入。 

投资者可以通过【查询】-【担保品证券查询】功能查询。 

 

8.2、卖出（担保品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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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委托撤单  

投资者的信用账户内买入、卖出、融资买入、卖券还款、融券卖出、买券还券、担

保品划转等未成交委托都通过此功能完成撤单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