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4411 33 253 

  

涨停板 跌停板 

256支 93 支 175.27% 32 支 92 支 -65.22% 

昨日 前日 环比 昨日 前日 环比 

 

封板成功率 连续涨停板 炸板率 

78.77% 41.94% 21.23% 

 

破发&破净个股数&占比 近 1 年创新高&新低个股数&占比 

破发个股 898（19.17%） 创新高个股 25（0.38%） 

破净个股 454（9.69%） 创新底个股 54（1.15%） 

 

二、投资策略 

经过四月份的调整，市场卖出压力已充分释放，极端悲观情绪逐渐修复，美联储 5月份加息

落地，预计 5 月起将开启中期修复行情，近期部分资金已经开始积极布局，因此随着影响市

场的因素陆续出现积极信号，预计 5月将开启中期修复行情，建议投资者积极布局现代化基

建、地产、复工复产和消费修复四大主线。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5-04 

34061.06 

+2.81% 

英国富时 100 

2022-05-04 

7493.45 

-0.90% 



纳斯达克 

2022-05-04 

12964.86 

+3.19% 

德国 DAX30 

2022-05-04 

13970.82 

-0.49% 

标普 500 

2022-05-04 

4300.17 

+2.99% 

法国 CAC40 

2022-05-04 

6395.68 

-1.24% 

商品 

COMEX黄金期货 +0.63%，报 1882.3美元/盎司 

WTI原油期货 +35.05%，报 107.55元/桶 

VIX 恐慌指数 -9.15%，报 17.37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5-04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6218 -0.37% 

美元指数 

2022-05-04 

指数 变动值 

1.2.51 -0.93%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国家统计局指出，4月份制造业 PMI 降至 47.4 

制造业景气水平连续下降；产需两端降幅加大，本轮疫情点多、面广、频发，部分企业

减产停产，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继续下降，产成品库存指数升至近年高点，不少企业反映物

流运输困难加大，甚至出现主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困难、产成品销售不畅、库存积压

等情况，上下游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均受到较大影响。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1.9，低于 3

月 6.5个百分点，非制造业经营活动总体继续放缓。4月份，综合 PMI产出指数为 42.7，低

于 3月 6.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下降。 

（2）美国启动对华加征关税复审程序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3日宣布，四年前依据所谓“301 调查”结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关税的两项行动将分别于今年 7月 6日和 8月 23日结束。即日起，该办公室将启动对相关



行动的法定复审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告知那些受益于对华加征关

税的美国国内行业代表相关关税可能取消。行业代表可分别在 7月 5日和 8月 22日之前向

该办公室申请维持加征的关税。该办公室将依据申请对相关关税进行复审，复审期间将维持

这些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2日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政府将采取一切政策手段以抑制物价飙

升，暗示削减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将在考虑范围之内。 

（3）央行增加 1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额度 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 

 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增加 1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专

门用于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新增额度支持领域包括煤炭安全生产和储

备，以及煤电企业电煤保供。此次增加 1000亿元额度后，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

款总额度达到 30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煤炭先进产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支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4）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 4月 29日下午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

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

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

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5）美联储决定升息 0.5%并实施缩表 

 当地时间 5 月 4 日下午，美联储通过会议决定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增加 0.5%(即上涨 50

个基点)，以降低美国高企的通胀率。加息后，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增至 0.75%到 1%。这也是

美联储 22年来首次一次升息 0.5%。 

  同时，美联储还宣布将启动一项缩表计划，从 6月开始，每月从 9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

中减少 475亿美元资产负债，三个月后，每月将减少 950亿美元。 

2.行业动态 

2022年二季度煤炭行业高景气或将延续，基金普遍增持 



◆2021 年 29家煤炭上市公司合计收入 14411亿元，同比增长 33%，实现合计归母净利 

1617 亿元， 同比增长 73%；2022 年一季度合计实现收入 3856 亿元，同比增 30%，环比 

2021 年四季度下降 8%；实现归母净利 609 亿元，同比增 87%，环比增长 52%。  

◆ 指标排名：产销量增长分化，利润率普遍改善。2021 年煤炭上市公司平均产、 销

量增速放缓，公司之间明显分化，产量有增长的公司数多于产量下降的公司数。 部分资源

枯竭或地质条件较为复杂省份的煤炭上市产、销量仍延续了负增长态 势，产量下降的 11 家

上市公司分布在江西、安徽、江苏、甘肃、河南、河北、 山东等省市，部分公司在内蒙古、

陕西、山西有新建产能或整合产能的公司则实 现了产量增长。与行业产地进一步向陕蒙疆

集中的趋势相一致，未来上市公司产 量分化的局面仍将延续，大部分缺乏后继资源储备的

资源枯竭省份的上市公司将 淡出投资者选股范围。上市公司的平均销售价格涨幅波动区间

为 17%-94%，呈 现普涨特点。2021 年报仅有 2 家上市公司报亏，周期向上行业盈利普遍

改善。 

 ◆ 基金持仓：基金普遍增持煤炭上市公司。从持有基金数来看，2021 年基金持有 家

数最多的 4 家煤炭上市公司分别为中国神华、陕西煤业、兖矿能源和潞安环 能，2021 年

除了淮北矿业、金能科技和山西焦化遭到基金减持，其余上市公司 持有基金数全部增加。

兖矿能源为增持基金数最多的上市公司，年内有 299 家 基金增持。从基金持股比例来看，

2021 年基金持股比例超过 7%的上市公司分 别为兰花科创、淮北矿业、神火股份、恒源煤

电，2021 年除了神火股份、金能 科技、山西焦化和中国神华基金持股比例下降，其余上市

公司基金持股比例均增 加。兰花科创为基金持股比例增加最多的上市公司，年内提高了 

12.96 个百分点。 

 ◆ 投资策略：高景气或将延续，确定性值得关注。当前行业呈现顶部特征，2022 年一季

度价格超预期上涨，景气度得以延续。超预期的因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 面是供给结构性

偏紧，除晋陕蒙之外，贡献主要增量的省区为贵州和新疆，离东 南沿海主要消费地较远；

二是俄乌战争导致全球煤炭贸易格局重塑，海外煤价涨 幅高于国内煤价，进口受限。下半

年不确定因素主要来自需求端，疫情对经济冲 击超出市场预期，稳增长措施和效果会影响

行业高景气时长。考虑到年初以来均 价较去年有一定增幅，结合当前供给和进口形势，预

计 2022 年行业盈利将好于 2021 年，维持“同步大市-A”评级。在顶部延续的假设下，相

对看好确定性较 强的标的，建议关注兖矿能源、陕西煤业和中国神华。 

 ◆ 风险提示：价格强管控；经济衰退；供给释放超预期；海外煤价大幅下跌；其他 扰动

因素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新智认知：拟以 5000万元-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2）华源控股：拟以 4000万-8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3）海能实业：拟 8000万元-1亿元回购股份 

（4）润建股份：拟投资 58亿元开发分散式新能源发电项目。 

（5）东望时代：拟以 6500万元-1.3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六、机会区 

重要股东增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占流通

股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占流通

股比例） 

杭州高新 2.23% 四川路桥 0.87% 

东晶电子 1.05% 道明光学 0.80% 

捷佳伟创 0.87% ST华鼎 0.08% 

恒力石化 0.92%   

玲珑轮胎 0.05%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奥来德 10 转 4 派 15 元 格力电器 10 派 20元 

华丰股份 10 转 4 派 6.5 元 美的集团 10 派 17 元 

恒林股份 10转 4.0派 10 元 赛伦生物 10 派 9元 

山煤国际 10派 15.67元 快克股份 10转 3派 13元 

芯导科技 10转 4派 6元 福莱蒽特 10 派 7.5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海能实业 2.30% 国发股份 0.17% 

致远互联 1.14% 劲仔食品 0.33% 

西部超导 0.48% 天虹股份 1.73% 

普元信息 1.32% 青岛金王 0.08% 

江南水务 0.99% *ST当代 0.58% 

 

大比例解禁 

名称 
解禁比例（占流通

股比例） 
名称 

解禁比例（占流通

股比例） 

洪通燃气 2.03% 华兰股份 5.56% 

广脉科技 7.05% 海希通讯 16.18% 

华生科技 15.00% 佳禾食品 43.90% 

志特新材 70.86% 乐歌股份 18.40% 

中际旭创 13.19% 东方电热 1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