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2096 185 2404 

  

涨停板 跌停板 

106支 126 支 -15.87% 35 支 29 支 -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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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3% 30.16% 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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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17.56） 创新高个股 37（0.79%） 

破净个股 411（8.81%） 创新底个股 35（0.75%） 

 

二、投资策略 

昨日 A股再度上演报复性反弹行情，尽管尾盘三大股指冲高回落，涨幅有所收窄。我们

认为市场短期已经见底，在充分消化短期内的海内外利空因素后，政策底不断夯实，情绪底

也已现，短期市场底部已经基本形成，并开始向中期反弹演变。车企复工复产正在稳步推进，

下半年汽车板块将迎来机会，可中线重点关注。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5-11 

31834.11 

-1.02% 

英国富时 100 

2022-05-11 

7347.66 

+1.44% 

纳斯达克 

2022-05-11 

11364.24 

-3.18% 

德国 DAX30 

2022-05-11 

13828.64 

+2.17% 

标普 500 

2022-05-11 

    3935.18 

-1.65% 

法国 CAC40 

2022-05-11 

6269.73 

+2.50% 

商品 

COMEX黄金期货 +0.61%，报 1852.2 /盎司 

WTI原油期货 +5.84%，报 105.59元/桶 

VIX 恐慌指数 -1.30%，报 32.56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5-11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76336 +0.22% 

美元指数 

2022-05-11 

指数 变动值 

104.003 +0.06%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国常会：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 稳住经济大盘 

5 月 11 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财政货币政策以就业优先为导向，

稳住经济大盘。会议指出，受新一轮疫情、国际局势变化的超预期影响，4月份经济新的下

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定信心，正视困难，着力稳住经济大盘，

为统筹做好各项工作提供基础，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一是财政货币政策要

以就业优先为导向，退减税、缓缴社保费、降融资成本等都着力指向稳市场主体稳岗稳就业，



以保基本民生、稳增长、促消费。要进一步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压实责任，

切实稳岗稳就业。二是确保物价稳定。我国基本民生需求品供应充裕，但不可掉以轻心。要

确保粮食产量和供应稳定，夯实稳物价基础。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进一步畅通物流特别是重

点地区物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确保能源供应。在前期支持基础上，再向中央发

电企业拨付 500亿元可再生能源补贴，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 100亿元，支持煤电企业

纾困和多发电。要优化政策，安全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决不允许出现拉闸限电。四是对

当前有困难的企业，给予住房公积金政策支持，年底前申请即可缓缴，预计减缓企业负担 900

多亿元。职工未正常偿还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五是抓紧研究养老保险费缓缴政策扩

围、延长期限的措施，指导地方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水电气等费用予以补贴 

2. 中证协：避免将区域性市场作为“证券交易所”看待 专注服务中小微企业 稳步扩

大创新试点 

财联社 5月 11日电，中国证券业协会区域性股权市场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近期以线上

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提出，构建区域性股权市场新发展格局，要避免将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

“证券交易所”看待，稳步扩大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探索符合中小微企业需求的服务方式

和工具。会议指出，区域性股权市场要坚持区域性、私募性的基本定位，专注于服务中小微

企业，打造成中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私募股权投融资服务平台和拟上市企业规范辅导平

台。 

3.国常会：再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 500亿元可再生能源补贴 

5 月 11 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确保能源供应。在前期支

持基础上，再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 500 亿元可再生能源补贴，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

100亿元，支持煤电企业纾困和多发电。要优化政策，安全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决不允

许出现拉闸限电。 

4.证监会：开展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 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5 月 11日电，据证监会网站消息，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决

策部署，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完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机制的工作要求，交易所债券

市场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以稳定和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首单项目已落地，由专项支持计划与金融机构联合为“GC晶电 01”提供 1亿元增信支持，

助力企业债券融资 5亿元。“GC晶电 01”是由民营上市公司晶科科技发行的乡村振兴碳中

和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绿色碳中和光伏电站项目。展开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国务院金融委的工作要求，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持续发挥资本市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支持和鼓励更多金

融机构参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凝聚各方合力，共同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 



 

2.行业动态 

央视新闻客户端：近日，记者从海南省工信厅获悉，《海南省风电装备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25年)》已印发，海南将争取到 2025年基本形成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全产业链实

现产值 550 亿元，力争“十五五”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

海南省将规划建设一批海上风电项目，到 2025 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清洁能源岛初具规模。 

 

财联社：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中国 4月份汽车销量 104万辆，同比下降 50.6%；

1-4月累计汽车销量 696.7万辆，同比下降 15.4%。 

 

证券时报：卓创资讯预计 5月中下旬国内生猪价格或先跌后涨。目前市场正处于供过于

求向供不应求过渡的阶段，5月及后期月均价难创新低，因此本轮猪周期基本已见底，下半

年行情回暖概率较大。因当下政策、天气、疫病、业内心态等不确定性因素仍偏多，需密切

跟踪并适时调整预测结果。 

 

每日经济新闻：近年来，国家从政策层面大力支持和推动智算中心的建设。浪潮信息、

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联合推出的《2021-2022 全球计算力指数评

估报告》指出，过去 5年，15个国家 AI算力支出增长中，近 60%来自中国。而智算中心的

建设是为了服务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应用场景逐渐丰富。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元成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3.97 亿元 

（2）建艺集团：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 1.1 亿元 占净资产绝对值 76.22% 

（3）厦门银行：拟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可转债 

（4）万泰生物：二价 HPV 疫苗获得摩洛哥上市许可 

（5）龙湖集团：前 4 个月销售 314 亿元 全年目标约 3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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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叉集团 0.11%     玲珑轮胎 0.04% 

    美思德 0.63%     孚日股份 1.00% 

华统股份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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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环数控 10派 2元 英集芯 10 派 0.38元 

峰岹科技 10转 4.4股 红旗连锁 10 派 0.14元 

建龙微纳 10派 15元 万盛股份 10 派 4.2元 

牧原股份 10派 2.48元 神奇制药 10 派 1元 

西上海 10派 2.9元 东湖高新 10 派 2.1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诺禾致源 0.46% 山东玻纤 0.71% 

大胜达 0.07% 平潭发展 0.10% 

宏力达 0.16% 泰坦科技 0.86% 



    金桥信息 0.50% 赛伍技术 0.48% 

宝胜股份 0.02% 中毅达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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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诺特玻 5.28% 炬电股份 24.75% 

北京利尔 6.98% 东方证券 20.12% 

中瑞股份 8.96%    博众精工 27.46% 

狄耐克 29.57% 金能科技 18.16% 

神剑股份 21.09%     深粮控股 15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