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931 66 3717 

  

涨停板 跌停板 

82 支 63 支 +30.16% 8 支 14 支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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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9% 38.10% 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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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14.80%） 创新高个股 30（0.64%） 

破净个股 375（7.96%） 创新低个股 78（1.66%） 

 

二、投资策略 

昨日市场交投情绪继续走低，盘面活跃度也明显减弱，加之北上资金连续出现出逃情况。

当下操作建议继续多一份耐心，回调则是很好的入场时机。方向上，建议继续围绕政策支撑

叠加业绩向好的预期进行把握。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6-22 

30483.13 

-0.15% 

英国富时 100 

2022-06-22 

7089.22 

-0.88% 

纳斯达克 

2022-06-22 

11053.08 

-0.15% 

德国 DAX30 

2022-06-22 

13144.28 

-1.11% 

标普 500 

2022-06-22 

3759.89 

-0.13% 

法国 CAC40 

2022-06-22 

5916.63 

-0.81% 

商品 

COMEX黄金期货 -0.05%，报 1839.7/盎司 

WTI原油期货 -4.77%，报 104.30元/桶 

VIX 恐慌指数 -4.11%，报 28.95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6-22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71407 +0.34% 

美元指数 

2022-06-22 

指数 变动值 

104.20950 -0.20%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习近平：要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回归本源 保障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

安全 

财联社 6月 22日电，习近平 6月 2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

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

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要加强党

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统筹规划，避免盲目无序。要遵循科技创新规

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标，按照创新活动类型，构建以创新价

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引导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要推

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回归本源，健全监管规则，补齐制度短板，保障支付和金



融基础设施安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支持平台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常会：要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财联社 6月 22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的政

策。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主拉动力，是当前推动经济运行回归正轨重要发力点，促消费

政策能出尽出。要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一是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

对小型非营运二手车，8月 1日起全面取消迁入限制，10月 1日起转移登记实行单独签

注、核发临时号牌。二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车购税应主要用于公路建设，考虑当前实

际研究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延期问题。三是完善平行进口政策，支持停车场建设。

政策实施预测今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大约 2000亿元。 

3. 国常会：进一步部署确保全年粮食丰收的举措 

财联社 6月 22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汇报，

进一步部署确保全年粮食丰收的举措。会议指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通胀严重的国际环

境，必须着力办好自己的事。稳物价对稳经济大盘至关重要，粮食稳产增产是稳物价、提

升粮食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有利于世界粮食市场稳定。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已成定

局、质量好于常年，杂粮杂豆产量略增，油菜籽产量明显增加，玉米等夏播已近八成，早

稻和秋粮长势良好。这来之不易，为全年粮食稳产提供了坚实支撑。要继续压实责任，确

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一要抓好夏粮收储，保质保量入库。二要不误农

时落实玉米、晚稻、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等夏播面积。三要做好秋粮田间管理和灾害防范。

抓好猪肉等菜篮子。 

4. 中央深改委：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 

财联社 6月 22日电，习近平 6月 2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强调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会议指出，数据作为

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我国具有

数据规模和数据应用优势，我们推动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积极

探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取得了积极进展。要

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建立数

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健全数据要素

权益保护制度。要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

规则体系，建设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要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更好发挥政府在

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

度。要把安全贯穿数据治理全过程，守住安全底线，明确监管红线，加强重点领域执法司

法，把必须管住的坚决管到位。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强化分行业

监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压实企业数据安全责任。  

5. 两部门：对于需要较高专业水平的直播内容 主播应取得相应执业资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共同联合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规范”明

确，对于需要较高专业水平（如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教育）的直播内容，主播应

取得相应执业资质，并向直播平台进行执业资质报备，直播平台应对主播进行资质审核及

备案。 

2.行业动态 

证券时报：今年三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持续震荡上行，进入六月中旬后，已亏损多时的生

猪养殖行业开始逐步恢复盈利。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猪周期底部起涨特质明显，后续猪价将



延续涨势。不过通过 2021年下半年能繁母猪存栏数据推算，三四季度生猪出栏量相对充裕，

预计下半年生猪价格涨幅或难超二季度。 

 

界面新闻：6 月 22 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公布最新多晶硅报价，单晶复投料

成交价格区间在 26.8 万-28万元/吨，平均 27.31 万元/吨，周环比涨幅 1.71%。这是今年多

晶硅价格第 20次涨价，最高成交价打破了去年 11月创下的 27.5万元/吨历史纪录。 

 

澎湃新闻：随着 6月 21日湖北省全面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

票+酒店”业务，截至目前，除北京和上海外，全国跨省游市场进一步打通，暑期前跨省游

近乎全线恢复。事实上，进入 6月以来，随着跨省游“熔断”机制的调整以及跨省团队旅游

等业务的陆续开放，全国跨省游已迎来快速回暖，相关旅游产品预订大幅增长，为各地旅游

复苏注入“强心剂”。 

 

界面新闻：6 月 22 日，乘联会发布消息称，6 月第三周总体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日均

5.9万辆，同比增长 39%，表现逐步回暖改善，相对今年 5月第三周均值增长 55%。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安凯客车：安徽省投资集团拟减持不超 3%股份 

（2）天原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 20亿元 用于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项目等 

（3）晶澳科技：拟 26.22亿元投建扬州 10GW高效电池项目 

（4）深中华 A：截止目前尚未遴选到合适的重组方 

（5）通威股份：云南宇泽计划向公司采购约 385亿元多晶硅产品 

 (6) 包钢股份：拟与北方稀土重新签署稀土精矿供应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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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钢铁 0.90% 赛意信息 0.01% 

鸿路钢构 0.57% 路斯股份 0.15% 

玲珑轮胎 0.03% 丹邦退 4.84% 

盟升电子 0.91% 中衡设计 1.07% 

皇庭国际 0.07% 兰生股份 0.75%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焦作万方 10派 0.9元 金奥博 10 派 0.6元 

福昕软件 10转 4派 8元 楚天龙 10 派 0.6元 

金桥信息 10派 1.21元 钱江生化 10 派 1元 

好太太 10派 2.5元 安井食品 10 派 6.99元 

赛特新材 10派 4.5元 成都银行 10 派 6.3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固德威 0.60% 顾家家居 1.97% 

依顿电子 0.01% 中银证券 1.32% 

银座股份 0.54% 冠中生态 0.24% 

楚天龙 2.78% 鑫铂股份 1.78% 

光启技术 0.20% 康盛股份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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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康生物 25.77% 朗新科技 40.64% 

三生国健 26.75% 新化股份 64.35% 

宁波能源 44.87% 昊华科技 151.41% 

招商港口 193.43% 力芯微 138.64% 



宁波色母 139.61% 拾比佰 9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