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2526 176 2096

涨停板 跌停板

66支 51 支 +29.41% 11 支 9 支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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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3% 33.33% 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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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13.53%） 创新高个股 43（0.90%）

破净个股 326（6.79%） 创新低个股 35（0.73%）

二、投资策略

综合来看，大盘有回踩的过程，暂看五日线 3250 的位置，回踩后仍将继续向上修复。操作

上，隔夜外围市场暴跌，需 A 股震荡行情把握高低节奏，目前市场热点涣散，谨慎追高当天

大涨的品种，能源赛道方向连续调整，注意接下来的反弹机会。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9-13

31104.97

-3.94%

英国富时 100

2022-09-13

7385.86

-1.17%

纳斯达克

2022-09-13

11633.57

-5.16%

德国 DAX30

2022-09-13

13188.95

-1.59%

标普 500

2022-09-13

3932.69

-4.32%

法国 CAC40

2022-09-13

6245.69

-1.39%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1.63%，报 1712.2/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16%，87.64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14.24%，报 27.27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9-13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98162 +0.92%

美元指数

2022-09-13

指数 变动值

109.96110 +1.52%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回应中国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挑战” 外交部发声

财联社 9 月 13 日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说：据报道，

12 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以降低美国对国

外的依赖，确保美国能够把所有发明创造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以回应中国在生物技术方面的

挑战。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具体问题请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毛宁对此表示，作为

原则，我想说的是，经济全球化是客观事实，也是历史潮流，我们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

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不要人为地阻碍全球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

2.美国 8 月未季调 CPI 同比增长 8.3%高于预期 巩固了美联储再度大幅加息的可能性

财联社 9 月 13 日电，美国 8 月未季调 CPI 同比增长 8.3%，预估为 8.1%，前值为 8.5%。美

国 8 月季调后 CPI 环比增长 0.1%，预期下降 0.10%，前值 0.00%。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

源成分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6%，同比上涨 6.3%，均高于预期。

3.人社部等 5 部门对美团、饿了么、滴滴等 11 家平台企业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开展

行政指导



财联社 9 月 13 日电，9 月 9 日，人社部会同中央网信办、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

国总工会就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饿了么、滴滴等 11 家头部平台企

业联合开展行政指导。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肯定了头部

平台企业贯彻落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等政策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要求平台

企业进一步落实好政策要求，积极承担用工责任，切实保障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2.行业动态

1. 中国信通院：7 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 1990.8 万部 同比下降 30.6%

财联社 9 月 13 日电，中国信通院发布 2022 年 7 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情况，2022 年 7 月，

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 1990.8 万部，同比下降 30.6%，其中，5G 手机 1467.2 万部，同比下降

35.7%，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73.7%。2022 年 1-7 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 1.56

亿部，同比下降 23.0%，其中.5G 手机出货量 1.24 亿部，同比下降 17.7%，占同期手机出货

量的 79.3%。

2．发改委：本周将投放今年第二批中央猪肉储备 必要时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

财联社 9 月 13 日电，根据当前生猪市场形势，为切实做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本周国

家将投放今年第二批中央猪肉储备。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密切关注

生猪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积极组织开展猪肉储备调节，必要时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建议

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决策，保持正常出栏节奏、顺势出栏育肥猪。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 天合光能：签订 212.1 亿元高纯硅料原料采购合同

(2) 派克新材：前三季度净利同比预增 65%

(3) 云铝股份：收到供电部门《关于紧急启动电解铝用能管理的通知

(4) 中金公司：拟配股募资不超过 270 亿元

(5) 前沿生物：雾化吸入用 FB2001 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 拟用于治疗轻型和普通

型新冠感染及新冠暴露后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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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泰新光 2.45% 悦达投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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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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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顿电子 0.17% 世龙实业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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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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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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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瞳光学 87.89% 显盈科技 72.27%

华旺科技 25.37% 力量钻石 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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