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1147 107 3545

涨停板 跌停板

43支 66 支 -34.85% 10 支 11 支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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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9% 24.24%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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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13.52%） 创新高个股 43（0.90%）

破净个股 334（6.96%） 创新低个股 82（1.71%）

二、投资策略

市场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创业板再创 8月 24 日调整以来的新低，沪指盘中跌幅也不小。美

股大跌确实对今天 A股的下跌有作用，但这个因素只是外力，本质是 A 股自身就处在调整周

期，只不过美股大跌成了 A 股继续调整的借口，所以操作上，建议还是轻仓观望。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9-14

31135.09

+0.10%

英国富时 100

2022-09-14

7277.30

-1.47%

纳斯达克

2022-09-14

11719.68

+0.74%

德国 DAX30

2022-09-14

13028.00

-1.22%

标普 500

2022-09-14

3946.01

+0.34%

法国 CAC40

2022-09-14

6222.41

-0.37%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61%，报 1707.0/盎司

WTI 原油期货 +1.91%，88.98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4.17%，报 26.16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9-14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97357 -0.12%

美元指数

2022-09-14

指数 变动值

109.64310 -0.29%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国常会：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举措 助力经济巩固恢复基础

财联社 9 月 14 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举措，助

力经济巩固恢复基础。抓紧新设一批跨境电商综试区，更大力度支持海外仓。提升港口集疏

运效率，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重点外资项目尽快落地。压实外贸外资大省责任，有

关部门加强协调服务。

2.国常会：确定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配套支持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 扩市场需求增发展

后劲

财联社 9 月 14 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配套支

持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扩市场需求增发展后劲。会议指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

设备更新改造，有利于扩大制造业需求，推动消费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会议决定，对制

造业、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第四季度更新改造设备，支持银行以不高

于3.2%利率投放中长期贷款。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的100%予以专项再贷款。再贷款额度2000



亿元，期限 1 年、可展期两次。落实已定中央财政贴息 2.5%政策，今年第四季度内更新改

造设备的贷款主体实际贷款成本不高于 0.7%。

3.住建部：从增量看 我们还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财联社 9 月 14 日电，住建部新闻发言人王胜军 14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讲到下一步的住

房城乡建设，从增量看，应当说我们还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镇每年新增上千万人

口，相应的对城市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就会带来大量的需求。从存量来看，我

们的城市已经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补短板，更新改造等

方面的任务量也很大。把城市建设的增量和存量加在一起，如果再加上我们的乡村建设，应

当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

4.两部门：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继续延缓缴纳部分税费

财联社 9 月 14 日电，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发布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继续延缓缴纳部分

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自 2022 年 9 月 1日起，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2号）已享受延缓缴纳税

费 50%的制造业中型企业和延缓缴纳税费 100%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其已缓缴税费的缓缴期限

届满后继续延长 4 个月。

2.行业动态

1.港交所拟修改规则 为特定大型科技公司上市融资开绿灯

财联社 9 月 14 日电，香港交易所新闻发言人 14 日对财联社表示，港交所正研究在上市规则

中新增一个章节，以满足产品商业化尚处于早期阶段的大型科技公司上市融资需求。此前曾

有外媒报道，港交所正考虑降低硬科技公司 IPO 的营收门槛。

2．国际能源署将 2022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 11 万桶/日

财联社 9 月 14 日电，国际能源署(IEA)将 2022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 11 万桶/日，

至 200 万桶/日。需求增长将在 2022 年第四季度暂停，但在 2023 年将增加 210 万桶/日。

3.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到 2500 亿 14 纳米先进工艺规模实现量产

财联社 9 月 14 日电，今日，中共上海市委外宣办举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党委专题

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新闻发布会。首场发布会以“强化高端产业引领，构建新型产业体系”

为主题。会上，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工作党委副书记、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透露，在集

成电路领域，上海企业已经实现 14 纳米先进工艺规模量产，90 纳米光刻机、5 纳米刻蚀机、

12 英寸大硅片、国产 CPU、5G 芯片等实现突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到 2500 亿元，约

占全国 25%，集聚重点企业超过 1000 家，吸引了全国 40%的集成电路人才。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 东方电热：与东山精密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2) ST 曙光：申请股票交易停牌核查

(3) 中国核电：福建漳州核电项目获核准

(4) 康泰生物：水痘减毒活疫苗申请生产注册获得受理

(5) 东土科技：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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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凌信息 0.44% 永辉超市 1.68%

三孚新科 1.50% 悦达投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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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胜微 1.56%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思瑞浦 10 转 4.9 股 复洁环保 10 转 4.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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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生物 10 派 15 元 朗鸿科技 10 派 7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国光电器 6.49% 海泰新光 1.91%

奥精医疗 0.81% 上海电力 0.55%

嘉美包装 0.40% 赛龙药业 0.44%

中粮资本 0.10% 迪威尔 0.61%

三孚新科 0.48% 华依科技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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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