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3472 147 1042 

  

涨停板 跌停板 

178支 256 支 -30.47% 32 支 32 支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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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2% 22.27%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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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18.09） 创新高个股 39（0.84%） 

破净个股 413（8.90%） 创新底个股 53（1.14%） 

 

二、投资策略 

 随着美联储加息落地，A 股有望迎来持续反弹。短期内受

益于政策确定性以及估值低位，稳增长依然是主线，将重

点关注银行、地产、基建板块。此外，参考历史上稳增长

政策周期下行业之间的接力，大消费板块包括食品饮料、

农林牧渔以及社服板块，有望逐步迎来较好的配置机遇。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5-05 

32997.97 

-3.12% 

英国富时 100 

2022-05-05 

7503.27 

+0.13% 

纳斯达克 

2022-05-05 

12317.69 

-4.99% 

德国 DAX30 

2022-05-05 

13902.52 

-0.49% 

标普 500 

2022-05-05 

4146.87 

-3.56% 

法国 CAC40 

2022-05-05 

6368.40 

-0.43% 

商品 

COMEX黄金期货 +0.45%，报 1877.2美元/盎司 

WTI原油期货 +0.74%，报 108.61元/桶 

VIX 恐慌指数 +22.74%，报 31.20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5-05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68140 +0.90% 

美元指数 

2022-05-05 

指数 变动值 

103.56 +1.03%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国常会：确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措施 助力稳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 

5 月 5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措施，助力稳

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为帮扶外贸企业应对困难，会议决定，一要着力保订单和稳定重点行

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出口。保障外贸领域生产流通稳定，确定重点外贸企业名录并对生产、



物流、用工予以保障。二要有力有序疏通海空港等集疏运。用好航空货运运力。三要出台便

利跨境电商出口退换货政策。将中西部和东北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纳入国家鼓励产业目录。

扩大保税维修范围。四要加大外贸企业信贷投放，支持银行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梳理

一批亟需资金的予以重点支持。扩大出口信保短期险规模。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五要

优化广交会等平台服务。各地要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参加境外展会。  

 

（2）外交部：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证交所名单并不代表被摘牌 

    美国证交所把 80 家公司列入名单，其中包括京东、拼多多等中国公司。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在今天(5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就此与美国证券监管部

门沟通，中国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是美方执行相关国内法的步骤，并不代表相关企业摘

牌，这些企业是否摘牌和是否在美上市，取决于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进展和结果。 

 

（3）美国欲制裁海康威视 外交部：严重关切 正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赵立坚称，需要强调的是，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利用人权等借口，滥用国家力量和国内

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关于美方所说的中国企业侵犯新疆穆斯林的人权，中方已经多次阐

明有关立场，美方的说法完全是世纪谎言，是对中国的抹黑和污蔑。赵立坚表示，美方应

该严肃对待中方关切，停止以各种借口制裁打压中国企业，损害中方利益的霸权行径，中

国政府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4）英国央行加息 25 个基点 达 13年以来最高水平 

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 25个基点至 1%，符合预期，为该行自去年 12月以来第四次加

息。英国基准利率达 13年以来最高水平。 

 

2.行业动态 

建筑及建材指数本周跑赢大盘 

本周建材、建筑指数分别上涨 1.3%/4.3%，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2/3.0 个百分点。

我们判断建筑、建材板块跑赢大盘的主要原因是： 1）前两周回调较多，对于成本端和业

绩的担忧已经有所释放， 2）本周国家多次表态表现较强的稳增长决心，使得市场对于稳

增长的担忧有所缓解。4月地产延续下行趋势。根据克尔瑞数据， 2022 年 4月我国地产



需求继续呈现低迷状态，叠加部分城市疫情管控升级， top100房企 4月单月操盘金额

4284.7 亿元，环比-16.2%，同比-58.6%，同比跌幅较 3月进一步扩大， 1-4月整体销售

规模同比-50.2%。 此外，尽管国家多个部门在房企资金方面释放积极信号，但 1-4月规

模房企融资总体仍然保持低位，多数房企流动性压力不减。政治局会议重申稳增长决心。4

月 29 日政治局会议召开， 总体目标为“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国

家强调“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体现尽管目

前疫情管控任务较为严峻，且部分重点城市经济受到影响较大，但是我们判断保 GDP 今年 

5.5%的增速目标仍有方法和能力。 宏观政策方面，国家强调“ 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

具”，“要抓紧策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

和冗余量”。判断国家全面降息降准的概率有限，但“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的表述显示未

来有望扩大政策范围，精准刺激更多条线。 房地产方面，国家仍然强调房住不炒的基本原

则，但仍指出“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体现国家仍然允许各地“因

城施策”。 根据我们总结， 2022 年以来，出台地产调控放松政策（主要包括放松限购、 

放松首付）的城市主要以三四线城市为主， 我们判断未来二线城市仍有一定政策放松空

间。 

 重点 3 条主线：消费建材、建筑+、稳增长: 1）东方雨虹是我们地产链的首选，雨

虹领先于行业于 18Q4 完成组织结构调整， 2020 年进行渠道下沉，目前公建一体化公

司、地产集采、其他工程事业部、民建、合伙人等渠道搭配比例最佳，有效控制风险并且

提供超越行业成长性。同时，整体消费建材板块进入配置区域，估值已经充分调整，接下

来催化剂是上游大宗价格回落，推荐三棵树、坚朗五金、科顺股份、伟星新材、蒙娜丽莎

等，消费建材若启动后新增关注竣工端玻璃板块； 2)“建筑+”板块： a 东方铁塔是我们

“建筑+” 链条首选，钾肥判断由于全球供应链进一步割裂和通胀环境下需求爆发，景气

度持续向上，公司 2022-25 年将会步入量价双升的上行通道； b 推荐金诚信，矿服主业

海外扩张加速，自有矿山逐渐投产，2023-2024 年逐渐进入爆发阶段，目前市值下具备高

估值性价比的资源期权。 c具备延申进入 BIPV 业务的钢结构公司； 3）山东路桥是基建

稳增长链首选， 全国多地疫情反复，经济压力加大，再次凸显稳增长将会是全年主线之

一，公司在手订单充裕，山东省对十四五公路铁路等基建规划的强度位居全国前列。 此

外，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稳增长产业受

益。    



风险提示需求不及预期，成本高于预期，系统性风险。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温氏股份：4月份肉猪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04% 

（2）日出东方：中标 7.5亿元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3）春秋电子：拟以 0.8亿元-1.5亿元回购股份 

（4）亚翔集成：中标 3亿元重大项目 

（5）海立股份：拟与 VOLTAS合资新建空调压缩机工厂 

（6）宁波港：预计 4月完成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2.2% 

（7）人福医药：他喷他多片获得美国 FDA暂定批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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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林格尔 0.06%     重庆银行 0.14% 

    上汽集团 0.16%     中环股份 0.75% 

联创光电 0.11% 凯盛科技 0.90% 

广百股份 1.37% ST中珠 1.27% 

祁连山 0.67% 中国石化 0.08%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牧原股份 10派 2.48元 神奇制药 10 派 1元 

西上海 10派 2.9股 东湖高新 10 派 2.1元 

科华生物 10派 0.65元 卧龙电驱 10 派 1.5元 

宝蓝德 10转 4派 6元 豪悦护理 10派 10元 



卓胜微 10转 6派 7元 名臣健康 10 转 4派 3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海尔生物 2.23% 金桥信息 0.50% 

派能科技 0.58% 比音勒芬 1.04% 

天地在线 1.01% 新晨科技 0.34% 

法本信息 1.35% 万事利 1.25% 

方邦股份 3.20% 汇顶科技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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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赛科技 0.01% 药明康德 0.01% 

金科环境 2.86% 长动退 7.06% 

贝因美 5.63%     北京君正 17.65% 

爱普股份 18.58% 城地香江 20.91% 

华天科技 16.96%     和昌聚财 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