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2344 165 2288

涨停板 跌停板

51支 52 支 -1.92% 9 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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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 23.08%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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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13.61%） 创新高个股 28（0.58%）

破净个股 328（6.84%） 创新低个股 49（1.02%）

二、投资策略

目前压制 A股投资者情绪的因素仍然是地缘政治、美元收缩、经济下行等因素，要警惕短期

波动率放大。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大盘股的配置价值正在逐步凸显，市场整体风格将回

归龙头，随着出口数据走弱，外需占比较高的中小盘个股的业绩压力将逐步显现。短期来看，

随着重要会议窗口期临近，资源与信息安全仍将是市场关注核心，重点火电、农业等。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9-12

32381.34

+0.71%

英国富时 100

2022-09-12

7473.03

+1.66%

纳斯达克

2022-09-12

12266.41

+1.27%

德国 DAX30

2022-09-12

13402.27

+2.04%

标普 500

2022-09-12

4110.41

+1.06%

法国 CAC40

2022-09-12

6533.59

+1.95%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39%，报 1735.4/盎司

WTI 原油期货 +1.44%，88.04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4.74%，报 23.87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9-12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91827 +0.27%

美元指数

2022-09-12

指数 变动值

108.31710 -0.64%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听取两批工作组

赴 16 个省份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安排，国务院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代表国务院，带队赴地方督

导和服务政策落实与项目建设。地方反映下了“及时雨”，这是“放管服”改革的具体实践，

是工作方式创新。李克强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为稳住经济大盘付出了艰辛努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多措并举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回稳向上。李克强说，稳经济要靠市场主体，要在助企纾困同时，

促进消费恢复成为主拉动力、更大力度扩有效投资，为市场主体创造需求、提振信心。加快

重点项目建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根据地方需求增加额度，上半年开工项目纳入支持范

围，在今年后几个月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运用阶段性财政贴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性金融工具等，支持薄弱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这几年保持宏观政策可持续性，没有大幅增加

财政赤字、超发货币，正因为如此物价保持了平稳，为今年预留下政策工具。要继续出台稳

经济阶段性政策，能用尽用、快出快落地。

2. 央行、银保监会发布 2022 年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认定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根据《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近期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展了 2022 年度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

认定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中国有商业银行 6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9 家，城市商业

银行 4家。按系统重要性得分从低到高分为五组：

第一组 9 家，包括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宁波银行、广发银

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北京银行；

第二组 3 家，包括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浦发银行；

第三组 3 家，包括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

第四组 4 家，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第五组暂无银行进入。

3. 8 月金融数据略有改善但企业和居民储蓄意愿仍存 货币政策或继续保持观察

央行上周五公布数据显示，8月人民币贷款 1.25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43 万亿元，

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 12.2%。财联社 9 月“C50 风向指数”调查显示，市场预估人民

币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将回升至 1.58 万亿和 1.98 万亿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M2）回

落在 11.8%左右。

数据显示，8 月金融数据改善尤其是中长期信贷恢复相对明显，国内需求已开启回升通道，

但企业和居民储蓄意愿继续抬升。预计货币政策在 9月至 10 月或继续保持观察，连月降息

或宽松的概率偏低。

4.商务部：搭建“数字经济产业跨境投资促进平台” 赋能中国企业

财联社 9 月 10 日电，从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论坛上获悉，商务部正在搭建“数字经济产

业跨境投资促进平台”，赋能中国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和应用走向

世界。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负责人表示，为了促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正在搭建“数

字经济产业跨境投资促进平台”，并将持续集聚有规模、高层次的境内外数字经济优质资源，

推动境内外产业集群的精准对接。 (央视新闻)

2.行业动态

1.上证光伏产业指数等 2 条指数

上交所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正式发布上证光

伏产业指数和上证太阳能产业指数，为市场提供更多投资标的。上证光伏产业指数从沪市选

取 30 只业务涉及光伏发电产业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太阳能产业指数从沪市

选取 50 只业务涉及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产业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进一步丰富上

证绿色主题指数体系。

2.财政部：优先支持贵州开展白酒企业营销体制改革

财政部印发《支持贵州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奋力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实施方案》。其中

提到，支持产业升级优化发展。围绕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全面落实国家减税

降费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贵州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通过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贵州外经贸高质量发

展；统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等，支持贵州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落实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激发创新驱动和数字赋能。优先支持贵州开展白

酒企业营销体制改革。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 光峰科技：公司将成为比亚迪汽车的车载光学部件供应商

(2) ST 洲际澄清：公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3) 索通发展：拟 11.4 亿元收购欣源股份 94.98%股份

(4) 晶科能源：拟向通威股份方面采购 1033.56 亿元多晶硅产品

(5) 亿纬锂能：将为德国宝马集团 NeueKlasse 系列车型提供大圆柱锂离子电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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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友钴业 0.09% 齐鲁银行 0.07%

风华高科 0.38% 中金岭南 0.05%

恒润股份 0.29% 宇通客车 0.06%

立方数科 0.47% 安琪酵母 0.03%

金科股份 0.01% 金奥博 0.01%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慕思股份 10 派 10 元 中衡设计 10 派 2.5 元

中国石化 10 派 1.6 元 依依股份 10 转 4 股

世茂能源 10 派 2 元 双汇发展 10 派 6 元

东阳光 10 派 2.7 元 朗鸿科技 10 派 7 元

欢乐家 10 派 0.9 元 中国石油 10 派 2.0258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康众医疗 0.05% 海泰新光 0.84%

迪威尔 1.77% 龙腾光电 0.21%

国盾量子 0.78% 绿的谐波 1.18%

宁水集团 0.01% 掌阅科技 0.90%

ST 万林 1.00% 爱柯迪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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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立科技 75.23% 振华新材 257.29%

上海艾录 497.47% 维远股份 165.38%

中兰环保 129.41% 卓锦股份 129.04%

协鑫能科 20.03% 上海港湾 21.88%

五方光电 57.46% 中信特钢 3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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