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3943 90 682 

  

涨停板 跌停板 

118支 82 支 +43.90% 3 支 8 支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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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9% 28.05% 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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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14.22%） 创新高个股 73（1.55%） 

破净个股 364（7.72%） 创新低个股 33（0.70%） 

 

二、投资策略 

技术面上，沪指走出阳包阴，在 3260 点附近受到强有力支撑而反弹拉升。目前来看，

多头抵抗力度强劲，使得指数走出超预期反弹，并且盘面人气重新凝聚，短期或将还有进一

步上攻试探的动能。但反弹继续关注 3358点前期小高点附近压力，指数频繁受阻与此位置，

后期反复的可能性较大。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6-23 

30677.36 

+0.64% 

英国富时 100 

2022-06-23 

7020.45 

-0.97% 

纳斯达克 

2022-06-23 

11232.19 

+1.62% 

德国 DAX30 

2022-06-23 

12912.59 

-1.76% 

标普 500 

2022-06-23 

3795.73 

+0.95% 

法国 CAC40 

2022-06-23 

5883.33 

-0.56% 

商品 

COMEX黄金期货 +1.27%，报 1872.2/盎司 

WTI原油期货 -2.03%，报 104.03元/桶 

VIX 恐慌指数 -3.78%，报 29.05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6-23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70061 -0.20% 

美元指数 

2022-06-23 

指数 变动值 

104.41470 +0.20%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发改委、证监会：科创板上市公司要进一步加快募投项目推进进度 践行促进就业

社会责任 

财联社 6月 23日电，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 6月 22日下午联合召开科创板上市公司扩

大投资和促进就业座谈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司长陈洪宛同志、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

郭瑞明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

定性上升，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促进高技术产业投资是推动扩

大有效投资的重点，科创板上市公司则是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代表和先锋。会议强调，科创

板上市公司要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快募投项目推进进度，践行促进就业社会责

任，明确投资方向、扩大投资成效、破除投资障碍、推动创新创业、积极稳定就业，通过

各方积极努力，在稳就业、稳投资、稳增长中取得更大成绩、作出更大贡献。 



2. 国务院：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明确七方面重点任务 

财联社 6月 23日电，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

确了数字政府建设的七方面重点任务。一在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方

面，通过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强化经济运行大数据监测分析，大力

推行智慧监管，积极推动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持续优化利企便民数字化服务，强化生态

环境动态感知和立体防控，加快推进数字机关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平台智能集约发展，创

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全面提升政府履职效能。二在构建数字政府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

方面，强化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安全制度要求，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提高自主可控水平，

筑牢数字政府建设安全防线。三在构建科学规范的数字政府建设制度规则体系方面，以数

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数字政府建设管理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健全标准

规范，开展试点示范，保障数字政府建设和运行整体协同、智能高效、平稳有序。四在构

建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方面，创新数据管理机制，深化数据高效共享，促进数据有序

开发利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五在构建智能集约的平台支撑体系方面，整合构建结

构合理、智能集约的平台支撑体系，强化政务云平台、网络平台及重点共性应用支撑能

力，全面夯实数字政府建设根基。六在以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方面，通

过持续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更好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优化数字社会环境，营造良好数字生

态。七在加强党对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方面，加强党中央对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健全推进机制，提升数字素养，强化考核评估，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

化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确保数字政府建设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3. 上海：建立中小微企业“纾困融资”工作机制 

财联社 6月 23日电，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上海市中小微企业

“纾困融资”工作机制的通知。鼓励有意愿且具有较强金融服务基础和风控能力的在沪银

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纾困融资工作，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进

行“纾困融资”。原则上小微企业单户纾困融资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中型企业可适当放

宽，原则上不超过 5000万元。以流动资金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为主，鼓励加大信用贷款

支持力度。 

4. 德国将就能源问题发表声明 或会启动天然气应急计划的“警戒”阶段 

财联社 6月 23日电，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周四将就“能源和供应安全”发表声明。当前外

界预计政府将启动天然气应急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第二阶段，即“警戒”（alert）阶

段，可能意味着修改法律，允许能源公司将成本增加转嫁给家庭和企业。这可能还包括启

用更多燃煤电厂，以将天然气消耗降至最低。  

2.行业动态 

证券时报：6 月 23 日，宁德时代第三代 CTP 技术——麒麟电池正式发布。随后，理想汽车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想转发了相关消息的微博，并配文“明年见”，疑似默认理想汽车

明年推出的纯电车型将搭载麒麟电池。当日晚间，宁德时代官方微博则转发了李想的微博进

行互动，表示“麒麟有理想”，进一步明确了此次合作。 

 

界面新闻：蔚来官微消息，6 月 22 日 17 时 20 分左右，一辆蔚来测试车辆从上海创新港停

车楼三层坠落，造成两名数字座舱测试人员罹难，其中一名为公司同事，另一名为合作伙伴

员工。我们对这次意外非常痛心，对罹难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员工表示深切哀悼。公司已经成

立专门的小组，帮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事故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同公安部门启动了事

故原因调查分析程序。根据对现场情况的分析可以初步确认，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与车辆本

身没有关系。 



 

第一财经：乘联会消息，据 6月零售目标调研显示，占总体市场约八成左右的厂商同比增长

达到两位数，初步推算本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在 183.0万辆左右，同比增长 15.5%。 

 

证券时报：23 日，CCIA 发布 2022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与企业竞争力分析报告，奇安信蝉联

中国网安产业竞争力 50强榜单第一。报告显示，去年我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约 614亿元，

同比增长 15.4%；《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陆续发布，进一步激发数据安全市场需求，

预计未来三年将保持 15%以上增速，到 2024年市场规模预计超 1000亿元。报告预计，未来

我国网络安全市场集中度将会持续提升。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阳光城：公司已到期未支付的债务本金合计 376.88亿元 

（2）安彩高科：拟收购正庆合矿业控股权及采矿区域内相关资产 

（3）贝特瑞：拟定增募资不超 50亿元 用于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等 

（4）贵州茅台：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21.675 元 

（5）海汽集团：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6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核查 

 (6) 科兴制药：新冠小分子口服药 SHEN26 胶囊临床试验注册申请获得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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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新材 4.05% 上海洗霸 1.00% 

银座股份 0.01% 罗博特科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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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中交地产 10派 0.4元 创力集团 10 派 0.8元 

顾家家居 10转 3.0派 13.2 福建高速 10 派 1.5元 

海鸥股份 10派 2.2元 南天信息 10 派 0.5元 



海澜之家 10派 5.1元 芯导科技 10 转 4派 6元 

物产环能 10派 6元 芭田股份 10 派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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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利扬芯片 0.07% 

泰坦科技 5.16% 派能科技 0.47% 

桃李面包 0.01% 嘉澳环保 0.82% 

泰和智能 0.25% 中金公司 2.18% 

南凌科技 1.14% 苏试试验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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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丰银行 301.92% 昊华科技 151.41% 

招商港口 193.43% 海油发展 445.02% 

宁波能源 44.87% 昊华科技 151.41% 

工大高科 205.40% 力芯微 138.64% 

宁波色母 139.61% 拾比佰 9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