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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指数服务平台通过 FTP 服务器为广大证券投资机构和研究机

构提供中证公司系列指数的编制细则，指数成份股列表，指数的权重

数据以及行情数据等信息。信息提供分为两类：文档信息和数据信息。 

正常情况下，A 股数据服务文件的对外发布时间为 18:00 之前；

亚太数据服务文件的对外发布时间为 20:00 之前；新三板数据服务文

件的对外发布时间为 24:00 之前；全球数据服务文件的对外发布时间

为次日 9:00 之前；基金指数数据服务文件的对外发布时间为次日 11：

00 之前；SAC 基金估值指数数据服务文件的对外发布时间为 16：00

之前；期货指数数据服务文件的对外发布时间为 18：00 之前；债券

指数数据服务文件的对外发布时间为 20：00 之前。如超过发布时间

点，会向用户发送短信和邮件提示（短信提示支持除 186 网段之外的

国内手机号）。请各位用户确保用户信息登记正确，如有变更请与我

司市场部联系。 

A 股、亚太、全球拟调入数据服务文件会在我司发布定期调样公

告后尽快提供。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权重因子是以定期调样生效日前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数据计算，故在此之前，权重因子一列为空，在完

成计算后提供。 

 

 如需我司数据服务请与市场部联系，联系电话：+86 21 5018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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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OL 码声明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中证指数”）数据服务中所含 SEDOL 码系

根据从伦敦证券交易所处获取的授权而转发的。用户同意中证 指数

可以向伦敦证券交易所披露其名称及联系方式。 

用户同意及承认 SEDOL 码中所含的数据库权利、著作权以及 

所有其他任何性质的知识产权均属于伦敦证券交易所或其不时指 定

的第三方的财产。用户希望储存、摘录、下载、复制及/或使用 任何 

SEDOL 码的，应当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签署许可协议。 

提供给用户的 SEDOL 码均系依“原样”提供，中证指数不对 其

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适销性或特定目的的适用性作任何 保证，

亦不对使用该等 SEDOL 码所可获取的结果作任何保证。 

伦敦证券交易所及中证指数对于用户所受到的与使用 SEDOL 

码有关的任何损害或损失（无论直接或间接、特殊或附随）均不 承

担任何责任，即使其已被告知存在该等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 

用户进一步同意并承认中证指数可以经通知后随时终止提供

SEDOL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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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版本历史表 

版本号 作者 操作 日期 说明 

V4.0 指数公司运维部 创建 2009-3 ……. 

V4.1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09-7 （1） 增加了 FTP 主、备服务器的 IP

地址； 

（2）修定了海外指数数据文件指数

备 选 名 单 的 文 件 名 称 ： 改 为

h11101reservelist.xls； 

（3）增加了证监会行业分类变动文

件说明并在服务平台提供相应文件； 

（4）调整了 3.2.8 中交易所字段的顺

序，增加了权重列； 

（5）调整了海外指数权重文件中，

交易所字段和成分券英文名称的顺

序； 

（6）调整了 3.5.3 指数名称和英文名

称顺序； 

（7）对于中证系列指数收盘文件中

的沪深 300 行业指数字段，进行了补

充说明（部分指数的成分券不属于沪

深 300，因此在 300 行业指数字段中

内容为空）； 

（8）更改了 3.5.8 中字段名称，修

改”stock”为” constituent”； 

（9）调整了 SAC 行业估值指数公开

收盘权重中，交易所字段和成分券英

文名称的顺序。 

V4.1.1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0-3 （1）调整 3.2 节中证系列指数收盘权

重文件中 K 列自由流通股本（归档

后）为计算用股本，N 列自由流通市

值（归档后）为计算用市值； 

（2）调整 3.2 节中证系列指数次日权

重文件中 K 列自由流通股本（归档

后）为计算用股本，P 列自由流通市

值（归档后）为计算用市值； 

（3）调整 3.5 节中证海外指数收盘权

重文件中 K 列自由流通股本（归档

后）为计算用股本，N 列自由流通市

值（归档后）为计算用市值； 

（4）调整 3.5 节中证海外指数次日权

重文件中L列自由流通股本（归档后）

为计算用股本，O列自由流通市值（归

档后）为计算用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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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2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0-5 （1）增加 1.1 中 vendor 目录指数次

日股本信息说明； 

（2）增加 1.2.1 中指数基本信息和证

券代码对应信息说明； 

（3）增加 1.3.1 中公司事件、次日权

重文件 MD5 校验、停牌信息、指数

追溯行情等 A 股指数目录说明； 

（4）增加 2.3 中公司事件、次日权重

MD5 校验、停牌信息等文件说明； 

（5）增加 2.8 中 Vendor 目录说明； 

（6）增加 3.1.5 指数基本信息文件说

明； 

（7）增加 3.1.6 证券代码对应表文件

说明； 

（8）增加 3.2.10 公司事件文件说明； 

（9）增加 3.2.11 公司事件预报文件

说明； 

（10）增加 3.2.12 次日权重文件 MD5

校验码文件说明； 

（11）增加 3.2.13 成分券停牌信息文

件说明； 

（12）增加 3.2.14 指数追溯行情文件

说明； 

（13）增加 3.7.1 指数次日股本信息

文件说明； 

（14）对于收盘权重和次日权重文件

中的权重因子变更为 6 为小数。 

V4.2.1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0-10 （1）增加 2.8 中重点指数表现及样本

文件目录说明； 

（2）增加 3.7.2 重点指数及样本表现

数据、标志文件说明。 

V4.2.2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0-12 （1）增加 1.2.7、1.3.6 中期货指数目

录说明； 

（2）增加 2.9 期货指数数据文件说

明； 

（3）增加 3.8 期货指数数据文件格式

说明。 

V4.3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1-03 （1）删除 1 节中对于资讯商目录的

说明； 

（2）删除 1.2.1 节汇率历史数据目

录说明； 

（3）删除 1.3.1 节 A 股目录说明中

的历史数据目录说明和停牌信息目

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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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删除 1.3.2 节债券指数历史样

本和历史行情目录说明； 

（5）删除 1.3.3 节基金指数历史成

分股和历史行情目录说明； 

（6）删除 1.3.4 节中证海外指数历

史数据目录说明； 

（7）删除 1.3.5 节 SAC 指数历史数

据目录说明； 

（8）删除 1.3.6 节期货指数历史行

情数据目录说明； 

（9）删除 2.2 节中公共数据说明中

的汇率历史文件说明； 

（10）删除 2.3节 A股历史数据文件

说明和停牌信息文件说明； 

（11）删除 2.4节债券指数历史文件

说明； 

（12）删除 2.5节基金指数历史数据

文件说明； 

（13）删除 2.6节中证海外指数历史

数据文件说明； 

（14）删除 2.7节 SAC基金指数历史

数据文件说明； 

（15）在 1.3.4中证海外指数下级子

目录中增加除数文件、拟调入除数文

件、公司事件文件、公司事件预报、

次日权重标志文件目录说明； 

 

（16）修改 1.3.1节 A股指数下级目

录中次日权重 MD5校验码文件，为次

日权重标志文件；删除次日权重 MD5

校验码文件（历史数据）说明； 

（17）修改 2.2节公共数据文件说明

中行业分类、汇率信息、指数基本信

息、证券代码对应信息文件为 zip格

式； 

（18）修改 2.3节 A股指数数据文件

说明中的文件名为 zip格式；修改公

开收盘权重、收盘权重、次日权重、

公司事件历史数据名称，按照年度进

行压缩；修改次日权重 MD5 校验文

件为次日权重标志文件；增加注 4、

（次日权重标志文件与次日权重一

同压缩）； 

（19）修改 2.4债券指数数据文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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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文件名为 zip格式； 

（20）修改 2.5节中基金指数数据文

件说明中的文件名称为 zip格式；调

整变动频率从每交易日 09：30—11：

00； 

（21）修改 2.6节中海外指数数据文

件说明中的文件名称为 zip格式；修

改公开收盘权重、收盘权重、次日权

重历史数据文件名称；按照年度进行

压缩；增加除数、公司事件、公司事

件预报、次日权重标志文件说明； 

（22）修改 2.7节 SAC基金估值数据

文件说明中的文件名为 zip格式；修

改指数公开收盘权重历史数据文件

名称，按照年度进行压缩； 

（23）修改 2.9节期货指数数据文件

说明中的文件名为 zip格式； 

（24）修改 3 节中数据格式说明，

excel 格式文件通过 zip 压缩上传数

据服务平台； 

（25）在 3.1.1 节中证行业分类和

3.1.2 节中证行业分类变化或新增公

司分类格式说明中，增加隶属“沪深

300行业指数”中英文字段； 

（26）去除 3.2.5节中证系列指数公

开收盘权重文件格式中的证监会、中

证行业分类、沪深 300行业指数归属

字段，在第 J列增加“交易货币”字

段； 

（27）去除 3.2.6节中证系列指数收

盘权重文件格式中的证监会、中证行

业分类、沪深 300行业指数归属字段，

在第 P列增加“交易货币”字段； 

（28）去除 3.2.7节中证系列指数次

日权重文件格式中的证监会、中证行

业分类、沪深 300行业指数归属字段，

在第 R列增加“交易货币”字段； 

（29）去除 3.2.8节中证系列指数拟

调入样本股文件格式中的中证行业

分类，修改调入日期和生效日期字段

说明； 

（30）修改 3.2.10和 3.2.11 节中证

系列指数公司事件表中，增加“分红

币种”、“价格调整因子”、“当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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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股本”、“备注”字段，调整原先的

“计算用股本”字段名称为“拟生效

计算用股本”; 

（31）修改 3.2.12 节中证系列指数

次日权重标志文件说明，增加字段格

式描述，并增加计算用股本和调整后

开盘之和； 

（32）去除 3.5.5节中证海外指数公

开收盘权重文件中证行业分类，调整

“交易货币”字段到第 J列； 

（33）去除 3.5.6节中证海外指数收

盘权重文件中证行业分类，调整“交

易货币”字段到第 P列，第 I列增加

“收盘”字段； 

（34）去除 3.5.7节中证海外指数次

日权重文件中证行业分类，价格调整

因子、分红、分红货币、调整“交易

货币”字段到第 R列，第 M列增加“收

盘”、第 N 列“调整后开盘参考价”

字段； 

（35）增加 3.5.8节中证海外指数拟

调入样本股文件数据说明，修改调入

日期和生效日期字段说明； 

（36）增加 3.5.9节中证海外指数除

数文件数据说明； 

（37）增加 3.5.10 节中证海外指数

公司事件文件数据说明； 

（38）增加 3.5.11 节中证海外指数

公司事件预报文件数据说明； 

（39）去除 3.6.3节中 SAC基金估值

用行业指数公开收盘权重中证行业

分类，增加“交易货币”字段; 

（40）删除 2.8节中，Vendor 定制目

录数据说明； 

（41）删除 3.7 节 Vendor 定制数据

文件说明; 

（42）增加公司事件类型附录一。 

 

V4.3.1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1-12 （1）1.3.2节增加债券指数收盘权重

和债券指数估值数据目录说明； 

（2）2.4节增加债券指数收盘权重和

债券指数估值数据文件说明； 

（3）3.3.2节债券指数最新样本说明

中，删除指数公司内部系统用成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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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成分券名称、市场、发行市场

数目字段，对应样本券信息通过银行

间代码与名称、交易所代码与名称等

字段体现，成交量单位由万股修改为

万元; 

（4）3.3.3节债券指数行情说明中，

成交量单位由万股修改为万元；增加

久期、指数样本数目、平均价格、 

净价指数值、利息及再投资指数值字

段； 

（5）增加 3.3.4 节成分券收盘权重

文件说明； 

（6）增加 3.3.5 节债券估值数据文

件说明； 

（7）修改 3.1.5 节指数基本信息，

增加样本覆盖券市场； 

（8）2.4 节删除固定收益平台期限结

构数据、国债期限结构数据、金融债

期限结构数据、企业债期限结构数

据，增加债券期限结构数据； 

（9）3.3.1 节期限结构的文件名称、

数据内容变更； 

（10）3.3.2 节最新样本的银行间代

码、银行间名称、银行间上市日期移

至深市上市日期后； 

（11）3.3.4 节成分券收盘权重的银

行间代码移至深市代码后； 

（12）3.3.5 节债券估值数据的银行

间代码移至深市代码后。 

V4.3.2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2-02 （1）3.1.1 节中证二级代码调整为中

证三级代码、中证二级名称调整为中

证三级名称、中证二级英文名称调整

为中证三级英文名称。 

V4.3.3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2-05 （1）3.1.1 节中证三级代码调整为中

证四级代码、中证三级名称调整为中

证四级名称、中证三级英文名称调整

为中证四级英文名称 

V4.3.4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2-05 （1）3.1.1 节添加中证二级和三级行

业分类信息包括代码、名称和英文名

称 

V4.3.5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2-05 （1）增加 3.2.14 社保基金权重文件

说明 

V4.3.6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2-07 （1） 3.1.5 节对指数基本信息的字段

进行了详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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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第二页增加数据服务文件和

拟调入文件发布时间说明 

（3）3.2.8 节和 3.5.8 节增加拟调入文

件发布时间说明 

（4）1.2.3 节添加 bonddata\general

目录说明 

V4.3.7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3-06 （1） 3.2.8 节对拟调入文件中“总市

值”和“自由流通市值”算法做了详

细说明 

V4.3.8 指数公司运维部 修订 2013-09 （1）3.1.5 节指数归属增加“中华交

易”和“客制指数”系列 

V4.3.9 指数公司技术运

行部 

修订 2014-03 （1）1.2.8 和 1.2.9 节添加公共目录

historicalprices 和 constituentslist 的说

明 

（2）删除版本 V4.3.8 中 3.2.5 小节-

指数公开收盘权重，重新调整了章节

序号 

（3）3.2.5 指数收盘权重和 3.2.6 指数

次日权重文件结构进行了更新，增加

汇率和 sedol 码 

（4）3.2.7 指数拟调入数据文件结构

进行了调整 

 

V4.4.0 指数公司技术运

行部 

修订 2015-07 （1）3.2.5 指数收盘权重和 3.2.6 指数

次日权重文件结构进行了更新，删除

sedol 码一列 

 

V4.4.1 指数公司技术运

行部 

修订 2015-11 (1)3.1.5 指数基本信息文件结构进行

了更新，增加了所属指数系统。  

(2)删除 3.2.4 全收益指数行情文件 

(3)3.4.1 指数成份股列表 文件名和

文件结构进行了更新 

(4)删除 3.4.2 指数行情文件 

(5)删除 3.5.4 全收益指数行情文件 

(6)删除 3.7.1 指数行情文件 

(7)删除指数代码+ntotalreutrn.xls 文

件 

(8)增加  3.8 通用指数文件格式章

节。增加 3.8.1 指数行情。所有指数

的收盘行情都可以从新增文件中取

得。到 2016 年底，现有指数的指数

行情文件：指数代码+perf.xls 文件将

不再提供，统一由 3.8.1 指数行情文

件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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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删除 3.3.1 期限结构 

(10)3.3.2 指数成分券列表文件结构进

行了更新 

(11)更改了 3.2.2 指数备选名单中字

段名称，统一了交易所列数据的显示

为三位交易所代码，统一了备选成分

券代码数据为 Ticker 码 

V4.4.2 指数公司技术运

行部 

修订 2016-12 (1)1.1 基本目录说明和 1.2 数据文件

目录详细说明中，修改了 A 股数据的

相关描述 

(2)3.1.5 指数基本信息文件中，所属

指数系统增加了 nee(新三板指数) 

(3)3.2.5 指数拟调入样本股中，增加

是否存在需要调整价格的公司事件

字段 

(4)3.3.2 指数收盘权重中，新增：沪

市名称、深市名称、银行间名称、估

值净价、估值全价、上交所收盘净价、

上交所收盘全价、估值全价（8 位小

数）、应计利息（8 位小数）、估值到

期收益率、权重因子等字段；字段名

称变更：应计利息(参考)名称变更为：

应计利息；删除：计算价格字段。 

(5)新增 3.3.4 指数次日权重 

(6)所有指数收盘行情的 Excel 格式文

件全部下线（删除 1.3.2 债券指数下

级子目录的债券指数行情、1.3.3 基金

指数下级子目录的中证基金指数系

列行情、1.3.5 SAC 基金估值用行业

指数下级子目录的指数历史行情、

1.3.6 期货指数下级子目录的指数行

情子目录、2.4 债券指数数据文件说

明的债券指数当前行情、2.5 基金指

数数据文件说明的中证基金指数系

列行情、2.7 SAC 基金估值用行业指

数数据文件说明的指数行情、3.2.3

指数行情、3.3.2 指数行情、3.5.3 指

数行情、3.6.2 指数行情）。所有指数

收 盘 行 情 都 可 以 从 1.2.8 [data\ 

historicalprices]目录下的指数通用行

情文件（详见 3.8.1 指数行情文件）

中取得 

V4.4.3 指数公司技术运

行部 

修订 2017-12 (1)删除 3.2.1 指数成分股列表文件、

3.3.1 指数成分券列表文件、3.4.1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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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成分股列表文件、3.5.1 指数成分

股列表文件 

(2)删除 3.3.3 债券估值数据 

(3)3.3.1 指数收盘权重和 3.3.2 指数

次日权重中，新增：成分券英文名称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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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平台目录结构 

  数据服务平台 FTP服务器文件目录结构： 

根目录包含以下子目录：docs(文档资料目录)、data(数据文件目

录)、customize（定制数据目录）。 

1.1 基本目录说明 

[docs]目录主要包含文档资料，其下级子目录： 

目录说明 目录名 

各指数编制方案 docs\indices_guide 

各指数编制细则 docs\indices_methodology 

指数日报 docs\daily_report_of_csi_and_sse_indices 

指数周报 docs\weekly_report_of_csi_and_sse_indices 

指数月报 docs\monthly_report_of_csi_and_sse_indices 

全球主要指数周报 docs\weekly_report_of_global_major_indices 

公告、通知 docs\notices 

指数每日提示 docs\daily_highlight 

技术专区 docs\technical_specification 

 

[data]目录主要包含公共数据、用户定制数据以及指数数据，下级子目录： 

目录说明 目录名 

公共数据 data\general 

A 股新三板数据 data\asharedata 

债券数据 data\bonddata 

基金数据 data\funddata 

海外数据 data\abroaddata 

行业数据 data\industriesdata 

指数行情数据 data\historicalprices 

指数样本数据 data\constituentslist 

 

[customize]目录主要包含一些用户的定制数据，下级子目录通常为指数名称_用户名称： 

目录说明 目录名 

汇添富上证综指数据 customize\000001_htf 

1.2 数据文件目录详细说明 

1.2.1 [data\general]目录 

公共数据目录包含了行业分类、汇率信息、用户定制数据，会根据需求不断增加，下级目录

为：  

目录说明 目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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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行业分类数据（二

级） 

Data\general\cics_level_2 

证监会行业分类数据 Data\general\csrc_level 

指数基本信息数据 Data\general\indexbasicinfo 

证券代码对应信息 Data\general\securitycodeinfo 

1.2.2 [data\asharedata]目录 

A 股和新三板数据目录，主要含有 A 股指数数据：沪深 300、中证 100等，每个指数以指数

代码作为目录名称，下级子目录： 

目录说明 目录名 

沪深 300 data\asharedata\000300 

中证 100 data\asharedata\000903 

中证 200 data\asharedata\000904 

中证 500 data\asharedata\000905 

中证 700 data\asharedata\000907 

………… ………… 

1.2.3 [data\bonddata]目录 

债券数据目录，主要含有中证债券指数的数据，下级目录： 

目录说明 目录名 

中证全债 data\bonddata\csibond 

中证债券估值、期限结构 data\bonddata\general 

………… ………… 

说明：中证债券估值、期限结构目录内包含了债券估值文件（yyyymmdd+bond_valuation.txt）

和收益率曲线文件（yyyymmdd+bond_termstructure.txt）文件，文件格式请参见我司技术文

档区《中证指数估值文件接口规范》。 

1.2.4 [data\funddata]目录 

基金数据目录，主要含有中证基金指数的数据，下级目录： 

目录说明 目录名 

中证基金 data\funddata\csifund 

………… ………… 

1.2.5 [data\abroaddata]目录 

中证海外数据目录，主要含有中证香港 100、中证海外（不含香港）内地股指数等，每个指

数以指数代码作为目录名称，下级子目录： 

目录说明 目录名 

香港 100 data\abroaddata\h11101 

中证海外（不含香港）内

地股 

data\abroaddata\h11102 

中证香港内地股 data\abroaddata\h11103 

中证海外内地股 data\abroaddata\h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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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海外股（不含台湾） data\abroaddata\h11105 

………… ………… 

1.2.6 [data\industriesdata]目录 

行业数据目录，主要含有 SAC基金估值用行业指数数据，下级子目录： 

目录说明 目录名 

SAC 农林 data\industriesdata\h11030 

SAC 采掘 data\industriesdata\h11031 

SAC 食品 data\industriesdata\h11032 

SAC 纺织 data\industriesdata\h11033 

SAC 木材 data\industriesdata\h11034 

………… ………… 

1.2.7 [data\futuresdata]目录 

期货指数数据目录，主要含有中证期货指数收盘行情数据，下级子目录： 

 

 

 

 

1.2.8 [data\ historicalprices]目录 

指数行情目录，主要含有中证指数收盘行情数据（详见 3.8.1 指数行情文件），包括主指数、

辅指数、全收益以及净收益等行情文件。 

 

1.2.9 [data\ constituentslist]目录 

指数样本目录，主要含有中证指数的样本、备选样本等文件。 

 

 

1.3 指数目录详细说明 

在各条指数目录下，包含了数据服务平台所产生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经过分类，存放在相

应的数据文件目录中。 

1.3.1 A 股指数下级子目录 

以 000300指数（沪深 300）为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数据子目录结构相同： 

目录说明 目录名 

指数收盘权重 data\asharedata\000300\close_weight 

指数次日权重 data\asharedata\000300\weight_for_next_trading_day 

次日权重标志 data\asharedata\000300\weight_for_next_trading_day 

拟调入样本股权重 data\asharedata\000300\securities_to_be_included 

除数 data\asharedata\000300\divisor_adjustment 

公司事件 data\asharedata\000300\corporation_action\ 

目录说明 目录名 

中证期货指数 data\futuresdata\csi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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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事件预报 data\asharedata\000300\corporation_action_future\ 

指数追溯行情 data\asharedata\000300\back_historical_prices 

1.3.2 债券指数下级子目录 

以 csibond（中证债券指数）为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数据子目录结构相同： 

目录说明 目录名 

期限结构数据 data\bonddata\csibond\bondyieldcurve_list 

债券指数成份股列表 data\bonddata\csibond\constituents_list 

债券指数收盘权重 data\bonddata\csibond\close_weight 

债券指数估值数据 data\bonddata\csibond\valuation 

1.3.3 基金指数下级子目录 

以 csifund（中证基金指数）为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数据子目录结构相同： 

目录说明 目录名 

中证基金指数系列成份基金 data\funddata\csifund\constituents_list 

1.3.4 中证海外指数下级子目录 

以 h11101（中证香港 100指数）为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数据子目录结构相同： 

目录说明 目录名 

指数次日权重 data\abroaddata\h11101\weight_for_next_trading_day 

指数收盘权重 data\abroaddata\h11101\close_weight 

拟调入样本股权重 data\abroaddata\h11101\securities_to_be_included 

除数 data\abroaddata\h11101\divisor_adjustment 

公司事件 data\abroaddata\h11101\corporation_action\ 

公司事件预报 data\abroaddata\h11101\corporation_action_future\ 

次日权重标志 data\abroaddata\h11101\weight_for_next_trading_day 

指数追溯行情 data\ abroaddata\h11101\back_historical_prices 

1.3.5 SAC 基金估值用行业指数下级子目录 

以 h11030（SAC 农林指数）为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数据子目录结构相同： 

目录说明 目录名 

指数收盘权重 Data\industriesdata\h11030\close_weight 

指数成份股列表 Data\industriesdata\h11030\constituents_list 

1.3.6 期货指数下级子目录 

2 预留。数据文件说明 

对于数据平台数据文件名称、路径以及更新频率进行说明。  

2.1 文档资料目录文件说明 

文档资料目录中主要存放了指数编制方案，指数日报、每日提示等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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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文件名 
FTP 服务器上文件所在目

录 
更新频率 

各指数编制方案 
沪深 300 行业指数编制方案.pdf

等 
\docs\indices_guide 不定期 

各指数编制细则 
沪深 300 行业指数编制细则.pdf

等 
\docs\indices_methodology 不定期 

指数日报 
上证指数日报 yyyymmdd.pdf 

中证指数日报 yyyymmdd.pdf 

\docs\dailyly_report_of_csi_

and_sse_indices 

每交易日

18:00 

指数周报 

沪深 300 指数周报

yyyymmdd.pdf 

上证 180 指数周报

yyyymmdd.pdf 等 

\docs\weekly_report_of_csi_

and_sse_indices 

下一周首

个交易日

18:00 

指数月报 
中证指数月报 yyyymmdd.pdf 

上证指数月报 yyyymmdd.pdf 

\docs\monthly_report_of_csi

_and_sse_indices 

下一月月

初 

全球主要指数周

报 

全球主要指数周报

yyyymmdd.pdf 

\docs\weekly_report_of_glob

al_major_indices 

下一周首

个交易日 

18:00 

公告、通知 不特定文件格式 \docs\notices 不定期 

指数每日提示 

csi300highlights(yyyymmdd).htm

l 

sse50highlights(yyyymmdd).html 

\docs\daily_highlight 
每交易日

8:00 

技术专区 不特定文件格式 \docs\technical_specification 不定期 

注：yyyymmdd 为发布当天日期，例如： csi300highlights(20070711).html 为 2007 年 7 月 11

日的沪深 300 指数每日提示文件。 

2.2 公共数据文件说明 

公共数据文件主要是行业分类文件、汇率信息以及用户定制文件。 

报告内容 文件名 
FTP 服务器上文件所在

目录 
更新频率 

中证行业分类数

据（二级） 

所有公司分类信息： 

cicslevel2.zip 

data\general\cics_level_2 

不定期 
公司行业变化或新增公司分类： 

cicslevel2changeyyyymmdd.zip 

证监会行业分类 

所属公司分类信息： 

csrcindustry.zip 
data\general\csrc_level 

每交易日

18:00 公司行业变化或新增公司分类： 

Csrcindustrychangeyyyymmdd.zip 

指数基本信息 indexbasicinfo.zip 
Data\general\indexbasicinf

o 

每日

18:00 

 

2.3 A股指数数据文件说明 

A 股指数数据文件主要包括了成分股列表、指数行情、全收益指数行情、指数收盘权重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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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 000300（沪深 300 指数）为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文件相同。其中，文件按照 zip 方式

提供，其中被压缩文件为 xls 格式（次日权重 zip 文件除外，该 zip 文件含有次日权重 xls 以

及次日权重标志 flg 文件）。 

报告内容 文件名 
FTP 服务器上文件所在

目录 
更新频率 

指数收盘权重 000300closeweightyyyymmdd.zip 
data\asharedata\000300\clo

se_weight 

每交易日

18:00 

指数次日权重 
000300weightnextdayyyyymmdd.zi

p 

data\asharedata\000300\we

ight_for_next_trading_day 

每交易日

18:00 

拟调入样本股权

重 

000300tobeincludedweightyyyymm

dd.zip 

data\asharedata\000300\se

curities_to_be_included 

每交易日

18:00 

除数 000300divyyyymmdd.zip 
data\asharedata\000300\di

visor_adjustment 

每交易日

18:00 

公司事件 000300cayyyymmdd.zip 
data\asharedata\000300\ 

corporation_action 

每交易日 

18:00 

公司事件预报 000300cafutureyyyymmdd.zip 
data\asharedata\000300\ 

corporation_action_future 

每交易日

18:00 

次日权重标志 
000300weightnextdayyyyymmdd.fl

g 

data\asharedata\000300\we

ight_for_next_trading_day 

每交易日

18:00 

注：1.上述目录内容以沪深 300 指数为例进行的说明，其他指数和沪深 300 指数类似，但是

所包含目录及内容可能略有增减。 

 2. 注：yyyymmdd 为当天发布日期，例如：文件[000300weightnextday20070712.zip]为

沪深 300 指数 2007/07/12 的次日权重数据。 

  3. 对于次日权重标志文件，与次日权重文件一同压缩为 zip 文件。 

2.4 债券指数数据文件说明 

债券指数数据文件主要包括了成分股列表、指数行情等文件。以 csibond（中证债券）为例，

其余相关指数的文件相同。 

报告内容 文件名 
FTP服务器上文件所在

目录 
更新频率 

债券指数成分股列表 bondindexcons.zip 
data\bonddata\csibond\c

onstituents_list 
每交易日 20:00 

债券指数收盘权重 

bondindexclosewe

ightyyyymmdd.zi

p 

data\bonddata\csibond\cl

ose_weight 每交易日 20:00 

债券指数估值 
Bondindexvaluati

onyyyymmdd.zip 

data\bonddata\csibond\v

aluation 
每交易日 20:00 

注：yyyymmdd 为当天发布日期。 

 

2.5 基金指数数据文件说明 

中证基金指数数据文件主要包括成分股列表、指数行情等文件。以 csifund（中证基金）为

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文件相同。 



                              中证指数数据文件服务规范 

7 

报告内容 文件名 
FTP服务器上文件所在

目录 
更新频率 

中证基金指数系列成份基金 csifundconsa.zip 
data\funddata\csifund\co

nstituents_list 
每交易日 11:00 

2.6 海外指数数据文件说明 

中证海外指数数据文件主要包括了成分股列表、指数行情、全收益指数行情、指数收盘权重

等文件。以 h11101（中证香港 100）为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文件相同。其中，文件按照 zip

方式提供，被压缩的文件为 xls 格式（次日权重 zip 文件除外，该 zip 文件含有次日权重 xls

以及次日权重标志 flg 文件）。 

报告内容 文件名 
FTP 服务器上文件所在

目录 
更新频率 

指数收盘权重 h11101closeweightyyyymmdd.zip 
data\abroaddata\h11101\cl

ose_weight 

每交易日

20:00 

指数次日权重 
h11101weightnextdayyyyymmdd.zi

p 

data\abroaddata\h11101\w

eight_for_next_trading_da

y 

每交易日

20:00 

指数次日权重标

志 

h11101weightnextdayyyyymmdd.fl

g 

data\abroaddata\h11101\w

eight_for_next_trading_da

y 

每交易日

20:00 

拟调入样本股权

重 

h11101tobeincludedweightyyyymm

dd.zip 

data\abroaddata\h11101\se

curities_to_be_included 

每交易日

20:00 

除数 h11101divyyyymmdd.zip 
data\abroaddata\h11101\di

visor_adjustment 

每交易日

20:00 

公司事件 h11101cayyyymmdd.zip 
data\abroaddata\h11101\ 

corporation_action 

每交易日 

20:00 

公司事件预报 h11101cafutureyyyymmdd.zip 
data\abroaddata\h11101\ 

corporation_action_future 

每交易日

20:00 

 

2.7 SAC基金估值用行业指数数据文件说明 

SAC 基金估值用行业指数数据文件主要包括了成分股列表、收盘权重、指数行情等文件。

以 h11030（SAC 农林）为例，其余相关指数的文件相同。 

报告内容 文件名 
FTP服务器上文件所在

目录 
更新频率 

指数成份股列表 h11030cons.zip 
data\industriesdata\h110

30\constituents_list 
每日 16:00 

指数收盘权重 
h11030closeweigh

tyyyymmdd.zip 

data\industriesdata\h110

30\close_weight 
每日 16:00 

2.8 期货指数数据文件说明 

期货指数数据文件只提供指数收盘行情，文件说明请见 3.8.1 指数行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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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文件格式说明 

目前中证指数公司所提供的数据文件均为 EXCEL 或 TXT 文件，

在上传数据服务平台时通过 ZIP 方式进行压缩。 

3.1 公共数据格式说明 

公共数据文件中证全部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信息，数据内容（包括行业分类结果及行业分

类标准）。 

3.1.1 中证行业分类： 

文件名称：cicslevel.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证券代码 

Securities  

Code 

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Securities Name 

上市公司证券名称 

证券英文名称 

Securities Name(Eng.) 

上市公司证券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中证一级代码 

CICS 1st Level Code 

行业分类一级代码 

中证一级名称 

CICS 1st Level Name 

行业分类一级名称 

中证一级英文名称 

CICS 1st Level Name(Eng.) 

行业分类一级英文名称 

中证二级代码 

CICS 2nd Level Code 

行业分类二级代码(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二级名称 

CICS 2nd Level Name 

行业分类二级名称(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二级英文名称 

CICS 2nd Level Name(Eng.) 

行业分类二级英文名称(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三级代码 

CICS 3rd Level Code 

行业分类三级代码(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三级名称 

CICS 3rd Level Name 

行业分类三级名称(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三级英文名称 

CICS 3rd Level Name(Eng.) 

行业分类三级英文名称(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四级代码 行业分类四级代码(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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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S 4th Level Code 

中证四级名称 

CICS 4th Level Name 

行业分类四级名称(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四级英文名称 

CICS 4th Level Name(Eng.) 

行业分类四级英文名称(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沪深 300 行业指数 

CSI300 Sector Index 

该股票所属的行业指数名称 

沪深 300 行业指数英文名称 

CSI300 Sector Index Name

（Eng.) 

该股票所属的行业指数英文名称 

3.1.2 中证行业变化或新增公司分类 

文件名称：cicslevelchange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该公司行业分类开始生效日期 

证券代码 

Securities  

Code 

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Securities Name 

上市公司证券名称 

证券英文名称 

Securities Name(Eng.) 

上市公司证券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中证一级代码 

CICS 1st Level Code 

行业分类一级代码 

中证一级名称 

CICS 1st Level Name 

行业分类一级名称 

中证一级英文名称 

CICS 1st Level Name(Eng.) 

行业分类一级英文名称 

中证二级代码 

CICS 2nd Level Code 

行业分类二级代码(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二级名称 

CICS 2nd Level Name 

行业分类二级名称(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中证二级英文名称 

CICS 2nd Level Name(Eng.) 

行业分类二级英文名称(一级分类中不提供) 

沪深 300 行业指数 

CSI300 Sector Index 

该股票所属的行业指数名称 

沪深 300 行业指数英文名称 

CSI300 Sector Index Name

（Eng.) 

该股票所属的行业指数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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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证监会行业分类 

文件名称：csrcindustry.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该公司行业分类开始生效日期 

证券代码 

Securities  

Code 

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Securities Name 

上市公司证券名称 

证券英文名称 

Securities Name(Eng.) 

上市公司证券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 

CSRC Industry Code 

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 

证监会行业分类名称 

CSRC Industry Name 

证监会行业分类名称 

 

证监会行业分类英文名称 

CSRC Industry Name(Eng.) 

证监会行业分类英文名称 

 

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全) 

CSRC Industry Code(Full) 

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全) 

 

证监会行业分类名称(全) 

CSRC Industry Name(Full) 

证监会行业分类名称(全) 

 

证监会行业分类英文名称

（全） 

CSRC Industry 

Name(Full)(Eng.) 

证监会行业分类英文名称（全） 

 

3.1.4 证监会行业变化或新增公司分类 

文件名称：csrcindustrychange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该公司行业分类开始生效日期 

证券代码 

Securities  

Code 

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Securities Name 

上市公司证券名称 

证券英文名称 

Securities Name(Eng.) 

上市公司证券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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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 

CSRC Industry Code 

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 

证监会行业分类名称 

CSRC Industry Name 

证监会行业分类名称 

 

证监会行业分类英文名称 

CSRC Industry Name(Eng.) 

证监会行业分类英文名称 

 

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全) 

CSRC Industry Code(Full) 

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全) 

 

证监会行业分类名称(全) 

CSRC Industry Name(Full) 

证监会行业分类名称(全) 

 

证监会行业分类英文名称

（全） 

CSRC Industry 

Name(Full)(Eng.) 

证监会行业分类英文名称（全） 

 

3.1.5 指数基本信息 

说明：指数基本信息文件包含了指数代码、中英文名称、发布渠道、指数基期、基点等

内容。 

文件名称：indexbasicinfo.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发布渠道 

Distribution Channel 

卫星：通过卫星/LEVEL 2 发布实时行情 

指数通：通过指数公司 IndexPress 发布实时行情 

数据服务平台：仅通过指数公司 FTP 数据服务平台

/网站发布收盘行情 

纽交所：通过纽交所发布实时行情 

中文全称 

Chinese Name(Full) 

指数中文全称 

中文简称 

Chinese Name 

指数中文简称 

英文全称 

English Name(Full) 

指数英文全称 

英文简称 

English Name 

指数英文简称 

币种 

Currency 

指数的计价币种，包括人民币、港元、台币、美元

等 

互联网(数据服务)系统代码 

Internet(Data service) System 

Code 

互联网数据服务指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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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通代码 

IndexPress Code 

收盘指数无指数通代码 

上交所行情代码 

SSE Market Code 

上交所行情代码（或有） 

深交所行情代码 

SZSE Market Code 

深交所行情代码（或有） 

港交所行情代码 

HKSE Market Code 

港交所行情代码（或有） 

台交所行情代码 

TWSE Market Code 

台交所行情代码（或有） 

其他交易所 

Other Market Code 

其他交易所代码（或有） 

ISIN 指数 ISIN 码（或有） 

SEDOL 指数 SEDOL 码（或有） 

CUSIP 指数 CUSIP 码（或有） 

RIC 指数 RIC 码（或有） 

BLOOMBERGID 指数 BLOOMBERGID 码（或有） 

基日 

Base Date 

指数基日 

基期 

Base Index 

指数基日收盘点位 

价格/全收益 

Price/Total Return 

价格、全收益指数类别 

公告日期 

Announcement Date 

指数发布公告见报日期 

发布日期 

Launch Date 

正式对外发布指数行情日期 

指数类型 

Index Type 

股票、债券、基金、商品期货、组合资产等 

指数归属 

Index Mark 

上证系列、深证系列、中证系列、中华交易、客制

系列 

对应主指数代码 

Code Corresponding to Main 

Index 

衍生指数有主指数代码，本身为主指数则为空。 

与主指数关系 

Relationship with Mother 

Index 

主指数、币种不同、分红规则不同、分红规则和币

种都不同、税后分红、税后分红和币种不同 

指数计算系统 

Index Calculate System 

上交所：由上交所计算，并通过上交所卫星/LEVEL 

2 发布，指数通转播的指数； 

深交所：由深交所计算，并通过深交所卫星发布，

指数通转播的指数； 

中证指数：由指数公司计算，并通过指数通发布的

指数 

纽交所：委托纽交所计算，并通过纽交所计算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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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无实时：无实时计算的收盘指数 

样本券覆盖市场 

Constituents Market 

上交所、深交所、沪深、港交所、沪深港、台交所、

大中华、大陆、亚太、全球、银行间、开放式基金、

其他 

所属指数系统 

Index Package 

指数数据文件命名中的“系统归属”，用于判断在哪

个数据文件中可以获得该指数的收盘数据。指数系

统按照现有的划分为：ashare（A 股指数）、global

（全球指数）、fund（基金指数）、sac（基金估值行

业指数）、asia（海外亚太指数）、futures（期货指数）、

bond（债券指数）、nee(新三板指数)、others（包括

沪深 300 二、三级行业、海外指数二、三级行业指

数等其它）。 

 

3.2 中证系列指数文件格式 

3.2.1 指数备选名单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reservelist.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排序 

Rank 

备选优先次序，排名最靠前的优先级最高 

备选成分券代码 

Reserve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备选成分券名称 

Reserve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备选成分券英文名称 

Reserve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3.2.2 指数收盘权重（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loseweight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日期 交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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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收盘 

Close 

今日收盘价 

总股本（股） 

Total Shares(share) 

总股本 

计算用股本（股） 

Shares in Index(share) 

计算用股本=分级靠档后的自由流通股本*权重因

子 

权重因子 

Cap Factor 

权重因子 

总市值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股票总市值 

计算用市值 

Market Cap in Index 

计算用市值=计算用股本*收盘 

权重(%) 

Weight(%) 

该股票在指数中所占权重 

交易货币 

Trading Currency 

交易所使用的币种： 

HKD：港币 USD：美元 CNY：人民币 TWD:台

币  CAD：加元 SGD：新加坡元 

汇率 

Exchange Rate 

样本券的交易币种对指数币种的汇率，汇率值是

指数计算时使用的数值。 

 

 

3.2.3 指数次日权重（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weightnextday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调整后的股本生效日期 



                              中证指数数据文件服务规范 

15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总股本（股） 

Total A Shares(share) 

总股本 

自由流通比例(%)(归档后) 

Categorized  Inclusion 

Factor(%) 

分级靠档后的自由流通比例 

计算用股本（股） 

Shares in Index(share) 

计算用股本=分级靠档后的自由流通股本*权重因子 

权重因子 

Cap Factor 

权重因子 

 

收盘 

Close 

今日收盘价 

调整后开盘参考价 

Reference Open Price for Next 

Trading Day 

调整后明日开盘参考价 

总市值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股票总市值 

计算用市值 

Market Cap in Index 

计算用市值=计算用股本*调整后开盘参考价 

权重(%) 

Weight(%) 

该股票在指数中所占权重 

交易货币 

Trading Currency 

交易所使用的币种： 

HKD：港币 USD：美元 CNY：人民币 TWD:台币  

CAD：加元 SGD：新加坡元 

汇率 

Exchange Rate 

样本券的交易币种对指数币种的汇率，汇率值是指

数计算时使用的数值。 

注：（1）上证综合指数（000001）含有美元计价的 B 股成分券，在计算权重时将相应

的价格转换为人民币计价，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存放在文件的第二行第一列。从第

三行开始存放成分劵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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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指数拟调入样本股（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说明： 该文件会在我司发布定期调样公告后尽快提供。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权重因子

是以定期调样生效日前五个交易日的收盘数据计算，故在此之前，权重因子一列为空，

在完成计算后提供。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tobeincludedweightyyyymmdd.xls. 

此文件包含 3 个表单（sheet）分别为：constituent list，future shares 和 current security 

info。 

constituent list 包含预生效的样本，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样本生效日期，即：调整后的样本生效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证券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权重因子 

Cap Factor 

样本券的权重因子 

 

样本标志 

Constituent Change 

样本调入标志 

注：对于拟调入的成分券该字段为“New Add” 

交易货币 

Trading Currency 

交易所使用的币种： 

HKD：港币 USD：美元 CNY：人民币 TWD:台币  

CAD：加元 SGD：新加坡元 

 

 

 

future shares 包含预生效的股本数据，主要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股本生效日期  

证券代码 

Security Code 

证券代码 

证券券名称 

Security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Security Name(Eng.) 

证券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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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股) 

Total Shares(share) 

证券的总股本，单位为股 

 

自由流通比例(%)(归档后) 

Categorized Inclusion 

Factor(%) 

分级靠档后的自由流通比例 

自由流通股本(归档后)(股) 

Categorized Free-Float 

Shares(share) 

 

分级靠档后的自由流通股本，单位为股 

是否存在需要调整价格的公司

事件 

Whether there is a company 

event which need to adjust 

the security’s price 

基于目前已发布的公开信息，标志从文件生成次日

至定期调整生效日是否存在需要调整价格的公司事

件 

如有事件，该字段为“Y” 

 

current security info 包含证券当前信息，主要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证券数据（总股本、自由流通股本、开盘参考价）

的生效日期。 

证券代码 

Security Code 

证券代码 

证券券名称 

Security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Security Name(Eng.) 

证券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总股本(股) 

Total Shares(share) 

证券的总股本，单位为股 

 

自由流通比例(%)(归档后) 

Categorized Inclusion 

Factor(%) 

分级靠档后的自由流通比例 

自由流通股本(归档后)(股) 

Categorized Free-Float 

Shares(share) 

 

分级靠档后的自由流通股本，单位为股 

调整后开盘参考价 

Reference Open Price for 

Next Trading Day 

 

生效日的证券开盘参考价 

交易货币 

Trading Currency 

 

证券交易货币 

汇率 供参考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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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Rate 

 

 

3.2.5 除数（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div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除数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除数生效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原除数 

Current Divisor 

原除数 

调整后除数 

New Divisor 

调整后除数 

3.2.6 公司事件（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说明：公司分红、送股、配股事件信息（详见附录一）。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a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调整后的股本生效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事件 公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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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Type 

送股比例 

Bonus Issues Ratio(per share) 

送股比例 

配股比例 

Rights Offering Ratio(per 

share) 

配股比例 

配股价 

Rights Offering Price 

配股价格 

 

分红额 

Dividend per share 

分红价格 

分红货币 

Dividend Currency 

分红货币： 

HKD：港币 USD：美元 CNY：人民币 TWD:台

币 ,CAD：加元,SGD：新加坡元 

价格调整因子 

Price Adjust Factor 

价格调整因子 

拟生效计算用股本（股） 

Future Shares in Index(share) 

拟计入指数股本 

当前计算用股本 

Current Shares in Index(share) 

当前计入指数股本 

备注 

Remark 

备注 

3.2.7 公司事件预报（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说明：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分红、送股、配股提示信息（详见附录一）。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afuture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调整后的股本生效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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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CA Type 

公司事件 

送股比例 

Bonus Issues Ratio(per share) 

送股比例 

配股比例 

Rights Offering Ratio(per 

share) 

配股比例 

配股价 

Rights Offering Price 

配股价格 

 

分红额 

Dividend per share 

分红价格 

分红货币 

Dividend Currency 

分红货币： 

HKD：港币 USD：美元 CNY：人民币 TWD:台

币 ,CAD：加元,SGD：新加坡元 

价格调整因子 

Price Adjust Factor 

价格调整因子 

拟生效计算用股本（股） 

Future Shares in Index(share) 

拟计入指数股本 

当前计算用股本 

Current Shares in Index(share) 

当前计入指数股本 

备注 

Remark 

备注 

3.2.8 指数次日权重标志（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说明：校验文件为 flg 文本文件，含有文件名称及其相应的标志信息，并通过“|”进行

分隔。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weightnextdayyyyymmdd.flg.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 描述 

文件名称 

File Name 被标志的文件名 

文件大小 

File Size 文件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创建日期 

Creation Date 该文件的生成日期，YYYYMMDD格式 

创建时间 

Creation Time 

文件生成时间， 

HHMMSS格式 

记录数 

Record Number 文件记录数，对二进制文件无效 

校验码 

Check Sum MD5校验码，为大写 

保留字段 

Reserved Field 预留字段，填空格 



                              中证指数数据文件服务规范 

21 

以上内容为文件第一行。 

文件第二行为：相应次日权重文件中成分券计算用股本之和； 

文件第三行为：相应次日权重文件中调整后开盘参考价之和。 

3.2.9 指数追溯行情 

说明：指数发布之前的追溯历史行情。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backperf.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日期 

Date 

交易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开盘 

Open 

指数开盘价 

最高 

High 

指数最高价 

最低 

Low 

指数最低价 

收盘 

Close 

指数收盘价 

涨跌(%) 

Change(%) 

指数涨跌幅 

成交量（股） 

Volume(share) 

指数当日成交量 

成交金额 

Turnover 

指数当日成交金额 

 

3.2.10 社保基金指数权重文件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 csrcweighty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日期 

Date 

交易日期 

序号 

No. 

序号 

行业代码 

Industry Code 

行业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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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Industry Name 

行业名称 

比重（%） 

Weight 

行业市值占指数总市值的比重 

 

3.3 中证全债指数文件格式 

 数据文件包括：指数收盘权重，指数次日权重。 

3.3.1 指数收盘权重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loseweight+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日期 

Date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债券名称 

Stock Name 

 

沪市代码 

Code in Shanghai 

沪市代码 

沪市名称 

Name in Shanghai 

沪市简称 

深市代码 

Code in Shenzhen 

深市代码 

深市名称 

Name in Shenzhen 

深市简称 

银行间代码 

Code In inter-Bank 

银行间代码 

银行间名称 

Name in inter-Bank 

银行间简称 

信用类型 

Credit Type 

 

发行量(亿) 

Issuance Volume (10 million) 

发行量(亿) 

发行市场数 

Issuance Markets Amount 

发行市场数 

上市日期 

Listing Date 

上市日期 

到期日期 

Maturity Date 

到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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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计利息 

Accrued Interest 

应计利息（4 位小数） 

应计利息(8 位小数) 

Accrued Interest(8 decimal 

places) 

应计利息(8 位小数) 

上交所收盘净价 

SSE Close Clean Price 

上交所收盘净价 

上交所收盘全价 

SSE Close Full Price 

上交所收盘全价 

估值净价 

Valuation Clean Price 

估值净价: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指数，此字段为中

证估值净价；对使用沪深收盘价计算指数，此字段

为沪深收盘净价 

估值全价 

Valuation Full Price 

估值全价: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指数，此字段为中

证估值全价；对使用沪深收盘价计算指数，此字段

为沪深收盘全价 

估值全价(8 位小数) 

Valuation Full Price(8 decimal 

places) 

估值全价(8 位小数) :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指数，

此字段为中证估值全价(8 位小数)；对使用沪深收盘

价计算指数，此字段为沪深收盘全价(8 位小数) 

资信等级 

Bond Credit Rating 

资信等级 

主体评级 

Corporate Credit Rating 

主体评级 

成交量(万元) 

Volume(10 thousand CNY) 

成交量(万元) 

结算金额(万元) 

Settlement Turnover (10 

thousand CNY) 

结算金额(万元) 

剩余年限(年) 

Term to maturity 

剩余年限(年) 

修正久期 

Modified Duration 

修正久期 

凸性 

Convexity 

凸性 

估值到期收益率 

Yield To Maturity(%) 

估值到期收益率 

权重因子 

Weight Factor 

权重因子 

权重(%) 

Weight(%) 

权重(%) 

付息方式 

Coupon Payment Method 

付息方式 

票面利率 

Coupon Rate 

票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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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成分券英文名称 

 

3.3.2 指数次日权重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weightnextda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日期 

Date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债券名称 

Bond Name  

沪市代码 

Code in Shanghai 沪市代码 

沪市名称 

Name in Shanghai  沪市名称 

深市代码 

Code in Shenzhen 深市代码 

深市名称 

Name in Shenzhen 深市名称 

银行间代码 

Code In inter-Bank 银行间代码 

银行间名称 

Name in inter-Bank 银行间名称 

信用类型 

Credit Type 信用类型 

发行量(亿) 

Issue Amount(100 million) 发行量(亿) 

发行市场数 

Number of Listed Market 发行市场数 

上市日期 

Listed Date 上市日期 

到期日期 

Maturity 到期日期 

估值净价 

Valuation Clean Price 

估值净价：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指数，此字段为

中证估值净价；对使用沪深收盘价计算指数，此字

段为沪深收盘净价 

明开估值净价 

Valuation Clean Price For 

估值明开净价：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指数，此字

段为中证估值明开净价；对使用沪深收盘价计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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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day 数，此字段为沪深收盘价对应明开净价 

估值全价 

Valuation Full Price 

估值全价：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指数，此字段为

中证估值全价；对使用沪深收盘价计算指数，此字

段为沪深收盘全价 

估值全价(8位小数) 

Valuation Full Price(8 decimal 

places) 

估值全价(8位小数) ：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指数，

此字段为中证估值全价(8位小数)；对使用沪深收盘

价计算指数，此字段为沪深收盘全价(8位小数) 

明开估值全价 

Valuation Full Price For Nextday 

明开估值全价：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指数，此字

段为中证估值明开全价；对使用沪深收盘价计算指

数，此字段为沪深收盘价对应明开全价 

明开估值全价(8 位小数) 

Valuation Full Price For 

Nextday(8 decimal places) 

明开估值全价(8 位小数) ：对使用中证估值计算的

指数，此字段为中证估值明开全价(8位小数)；对使

用沪深收盘价计算指数，此字段为沪深收盘价对应

明开全价(8位小数) 

明开应计利息 

Accrued Interest For Nextday 明开应计利息 

明开应计利息(8 位小数) 

Accrued Interest For Nextday(8 

decimal places) 明开应计利息(8 位小数) 

资信等级 

Credit Level 资信等级 

主体评级 

Issuer Credit Rating 主体评级 

成交量(万元) 

Volume(in 10,000 CNY Face 

Value) 成交量(万元) 

结算金额(万元) 

Settlement Amount (in 10,000 

CNY) 结算金额(万元) 

剩余年限(年) 

Term to Maturity 剩余年限(年) 

修正久期 

Modified Duration 修正久期 

凸性 

Covexity 凸性 

权重因子 

Weight Factor 权重因子 

权重(%) 

Weight(%) 权重(%) 

付息方式 

Method of Interest Payment 付息方式 

票面利率 

Coupon Rate 票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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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成分券英文名称 

 

3.4 中证基金指数文件格式 

预留章节。 
 

3.5 中证海外指数文件格式 

以中证香港 100指数为例。 

3.5.1 指数备选名单 

说明：备选名单数据文件由多个 Sheet 组成，每个 Sheet 为一段时期的备选名单列表，

其中最后一个 Sheet 为当前最新的备选名单列表。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reservelist.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排序 

Rank 

备选优先次序，排名最靠前的优先级最高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3.5.2 指数收盘权重（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loseweightyyyymmdd.xls. 

数据文件说明同 3.2.5 节 

3.5.3 指数次日权重（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weightnextdayyyyymmdd.xls. 

数据文件说明同 3.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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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指数拟调入样本股（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说明： 该文件会在我司发布定期调样公告后尽快提供。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权重因子

是以定期调样生效日前五个交易日的收盘数据计算，故在此之前，权重因子一列为空，

在完成计算后提供。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tobeincludedweightyyyymmdd.xls. 

数据文件说明同 3.2.7 节 

 

3.5.5 除数（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div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除数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除数生效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原除数 

Current Divisor 

原除数 

调整后除数 

New Divisor 

调整后除数 

3.5.6 公司事件（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说明：公司分红、送股、配股事件信息（详见附录一）。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a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调整后的股本生效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股票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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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ent Name(Eng.)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事件 

CA Type 

公司事件 

送股比例 

Bonus Issues Ratio(per share) 

送股比例 

配股比例 

Rights Offering Ratio(per 

share) 

配股比例 

配股价 

Rights Offering Price 

配股价格 

 

分红额 

Dividend per share 

分红价格 

分红货币 

Dividend Currency 

分红货币： 

HKD：港币 USD：美元 CNY：人民币 TWD:台

币 ,CAD：加元,SGD：新加坡元 

价格调整因子 

Price Adjust Factor 

价格调整因子 

计算用股本（股） 

Future Shares in Index(share) 

计入指数股本 

当前计算用股本 

Current Shares in Index(share) 

当前计入指数股本 

备注 

Notes 

备注 

3.5.7 公司事件预报（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说明：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分红、送股、配股提示信息（详见附录一）。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afuture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调整后的股本生效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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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事件 

CA Type 

公司事件 

送股比例 

Bonus Issues Ratio(per share) 

送股比例 

配股比例 

Rights Offering Ratio(per 

share) 

配股比例 

配股价 

Rights Offering Price 

配股价格 

 

分红额 

Dividend per share 

分红价格 

分红货币 

Dividend Currency 

分红货币： 

HKD：港币 USD：美元 CNY：人民币 TWD:台

币 ,CAD：加元,SGD：新加坡元 

价格调整因子 

Price Adjust Factor 

价格调整因子 

计算用股本（股） 

Future Shares in Index(share) 

计入指数股本 

当前计算用股本 

Current Shares in Index(share) 

当前计入指数股本 

备注 

Notes 

备注 

3.5.8 指数次日权重标志（只供最终用户，付费数据） 

说明：校验文件为 flg 文本文件，含有文件名称及其相应的标志信息，并通过“|”进行

分隔。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weightnextdayyyyymmdd.flg.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 描述 

文件名称 

File Name 被标志的文件名 

文件大小 

File Size 文件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创建日期 

Creation Date 该文件的生成日期，YYYYMMDD格式 

创建时间 

Creation Time 

文件生成时间， 

HHMMSS格式 

记录数 

Record Number 文件记录数，对二进制文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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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码 

Check Sum MD5校验码，为大写 

保留字段 

Reserved Field 预留字段，填空格 

以上内容为文件第一行。 

文件第二行为：相应次日权重文件中成分券计算用股本之和； 

文件第三行为：相应次日权重文件中调整后开盘参考价之和。 

3.5.9 指数追溯行情 

说明：指数发布之前的追溯历史行情。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backperf.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日期 

Date 

交易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开盘 

Open 

指数开盘价 

最高 

High 

指数最高价 

最低 

Low 

指数最低价 

收盘 

Close 

指数收盘价 

涨跌(%) 

Change(%) 

指数涨跌幅 

成交量（股） 

Volume(share) 

指数当日成交量 

成交金额 

Turnover 

指数当日成交金额 

3.6 SAC基金估值用行业指数系列文件格式 

3.6.1 指数成份股列表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ons.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成分券代码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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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ent Code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3.6.2 指数收盘权重 

文件名称：指数代码+closeweightyyyymmdd.xls.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说明 

日期 

Date 

交易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Index Name 

指数名称 

 

指数英文名称 

Index Name(Eng.) 

指数英文名称 

 

成分券代码 

Constituent Code 

证券代码 

成分券名称 

Constituent Name 

证券名称 

成分券英文名称 

Constituent Name(Eng.) 

股票英文名称 

交易所 

Exchange 

所属市场 

总股本(股) 

Total Shares(share) 

证券总股本单位：股 

计算用股本(股) 

Shares in Index(share) 

样本券在指数中股本数，单位：股 

权重因子 

Cap Factor 

样本券在指数中的权重因子 

总市值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样本券当日的总市值：收盘价×总股本 

计算用市值 

Market Cap in Index 

样本券计算用市值：收盘价×计算用股本 

权重(%) 

Weight(%) 

该股票在指数中所占权重 

交易货币 

Trading Currency 

交易所使用的币种： 

HKD：港币 USD：美元 CNY：人民币 TWD:台

币  CAD：加元 SGD：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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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期货指数系列文件格式 

提供指数收盘行情，祥见 3.8 通用指数文件格式说明。 

3.8 通用指数文件格式 

3.8.1 指数行情 

指数数据文件格式为 TXT。按照不同的指数系统进行命名，文件名称为：YYYYMMDD+

指数系统+_+perf.txt，对应的压缩文件为：YYYYMMDD+指数系统+_+perf.zip。每条指数对

应的指数系统请参考 3.1.5 指数基本信息的“所属指数系统（Index Package）”字段。 

说明：包含同一指数系统的全部指数当天行情 

文件名称：YYYYMMDD+指数系统+_+perf.txt 

数据内容包括：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日期 

Date 

C 8 交易日期 

指数代码 

Index Code 

C 8  

开盘 

Open 

N 11 (4) 指数开盘价 

最高 

High 

N 11 (4) 指数最高价 

最低 

Low 

N 11 (4) 指数最低价 

收盘 

Close 

N 11 (4) 指数收盘价 

涨跌 

Change 

N 11 (4) 指数涨跌值 

涨跌幅(%) 

Change(%) 

N 6 (2) 指数涨跌幅 

成交量 

Volume 

N 18 指数当日成交量 

注：在股票指数中为股，

期货指数中为手，债券指

数中为万元 

成交金额 

Turnover 

N 18 指数当日成交金额 

指数市值(百万) 

Index Market Cap.(mn) 

N 20 (2) 指数所含样本的总市值 

成份券数目 

Number of Cons. 

N 5 指数成份券数目 

市盈率 1 

P/E1 

N 6 (2) 指数市盈率 1=∑（总股本

×股价）/∑（总股本×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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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市盈率 2 

P/E2 

N 6 (2) 指数市盈率 2=∑（调整股

本数×权重因子×股价）

/∑（调整股本数×权重因

子×每股收益） 

股息率 1 

D/P1 

N 6 (2) 指数股息率 1= ∑（总股本

×年度每股现金股息）/∑

（总股本×股价）×100% 

股息率 2 

D/P2 

N 6 (2) 指数股息率 2= ∑（调整股

本数×权重因子×年度每

股现金股息）/∑（调整股

本数×权重因子×股价）

×100% 

持仓量（手） 

Open Interests(lots) 

N 10 持仓量（仅用于期货指

数） 

结算金额(万元) 

Settlement Turnover (10 

thousand CNY) 

N 10 指数所有样本的结算总

金额（仅用于债券指数） 

修正久期 

Modified Duration 

N 11 (4) 指数的修正久期（仅用于

债券指数） 

凸性 

Convexity 

N 11 (4) 指数的凸性（仅用于债券

指数） 

到期收益率(%) 

Yield To Maturity(%) 

N 11 (4) 指数的到期收益率（仅用

于债券指数） 

久期 

Duration 

N 11 (4) 指数的久期（仅用于债券

指数） 

平均价格 

Average Price 

N 11 (4) 指数所有样本的平均价

格（仅用于债券指数） 

净价指数值 

Net Price 

N 11 (4) 以指数所有样本券的净

价来计算的净价指数值

（仅用于债券指数） 

利息及再投资指数值 

Interest and Reinvestment 

Price 

N 11 (4) 以指数所有样本券净价

为 100 来计算的全价指数

值（仅用于债券指数） 

保留 

Reserve 

C 10 保留字段 

附录一 

成分券公司事件包括以下内容： 

 分红/Dividend 

 送股/Bonus Issues 

 配股/Rights 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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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送股/Dividend/Bonus Issues 

 回购/Buy-Back 

 债转股/Debt to Equity Swap 

 股改/implementation of Share Merger Reform 

 超额配售/Overallotment 

 增发/Placement 

 股份限售期满/ shares to be unrestricted 

 承诺锁定（非限售转限售）/Unrestricted shares to be restricted  

 权证行权/Warrants Exercise 

 分拆/Stock split 

 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股本/价格变动/shares/prices chang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