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671 48 4080

涨停板 跌停板

38支 43 支 -11.63% 47 支 10 支 +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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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7% 25.58%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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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14.32%） 创新高个股 16（0.33%）

破净个股 345（7.19%） 创新低个股 255（5.31%）

二、投资策略

昨日大跌主要是受到相关消息刺激，导致资金对行业的风险偏好降低，加速了板块的调整。

综合来看，新能源方向再度杀跌，导致指数放量走低，短线情绪再次萎靡。房地产、大金融

相对强势，市场风格的切换比较明显，上证 50 指数和中证 1000 指数近期已经大幅背离。短

线情绪冰点之后，留意回暖的机会，以上证 50 为代表的低位板块后面或有望强于市场。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9-15

30961.82

-0.56%

英国富时 100

2022-09-15

7282.07

+0.07%

纳斯达克

2022-09-15

11552.36

-1.43%

德国 DAX30

2022-09-15

12956.66

-0.55%

标普 500

2022-09-15

3901.35

-1.13%

法国 CAC40

2022-09-15

6157.84

-1.04%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2.06%，报 1673.9/盎司

WTI 原油期货 -3.81%，85.11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0.42%，报 26.27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9-15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01480 +0.59%

美元指数

2022-09-15

指数 变动值

109.73440 +0.08%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国办：鼓励证券、基金、担保等机构进一步降低服务收费

财联社 9 月 15 日电，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

成本的意见，着力规范金融服务收费。加快健全银行收费监管长效机制，规范银行服务市场

调节价管理，加强服务外包与服务合作管理，设定服务价格行为监管红线，加快修订《商业

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等予以合理优惠，适当减免账户

管理服务等收费。坚决查处银行未按照规定进行服务价格信息披露以及在融资服务中不落实

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政策、转嫁成本、强制捆绑搭售保险或理财产品等行为。鼓励证券、基金、

担保等机构进一步降低服务收费，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合理降低交易、托管、登记、清算等费

用。

2. 工信部：全力稳定工业经济运行 着力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财联社 9 月 15 日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今日在发布会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按

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力稳定工业经济运行。一是加大政策落实力度。认真落实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工作部



署，落实落细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及接续政策措施，持续推动振作工业经济系列政策落地见效，

促进工业经济加快恢复。二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运行情况监测调度，强化区域间、上下游协调联动，及时帮助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

和关键节点企业协调解决运行当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企业稳产达产。三是着力稳定市场主

体预期。推动落实加力帮扶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相关政策，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推动政策靠

前发力、精准加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3.美国将阿富汗央行 35 亿美元资产转移至瑞士新设立的“阿富汗基金” 外交部回应：理

应全部归还阿富汗

财联社 9 月 15 日电，在 9 月 15 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14 日，美

国政府宣布，将此前冻结的阿富汗央行价值 35 亿美元资产转移至瑞士新设立的“阿富汗基

金”。美国副财长阿德耶莫称，除非阿央行能确保不受政治干预，否则该基金不会直接向其

提供资金。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呼吁美方尽快全面解除对阿央行资产的

冻结和单边制裁，以实际行动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首要责任。

4. 原材料工业“三品”实施方案印发：加强可降解塑料、生物基材料等高品质绿色低碳材

料研发和应用

财联社 9 月 15 日电，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原材料工业“三品”实施方案，发

展绿色低碳产品。围绕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开展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

升级改造，逐步降低原材料产品单位能耗和碳排放量。加强可降解塑料、生物基材料等高品

质绿色低碳材料研发和应用，大力发展全氧富氧燃烧、膜分离、直接空气等碳捕捉技术，扩

大低碳、零碳产品供给。强化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实施，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数据

库，探索将原材料产品碳足迹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发布绿色低碳方向鼓励推广应用技术和产

品目录，加快循环利用、低碳环保等绿色产品研发与应用。加快建设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

认证、标识体系，引导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龙头企业构建绿色产品供应链体系，创造和拉动绿

色消费。

2.行业动态

1.已有国有大行开始小范围内测首批个人养老金账户 具体系统搭建还在进程中

财联社 9 月 15 日电，已有试点国有大行面向首批小部分客群内测个人养老金账户，相关客

户已能在该行的手机银行 APP 上看到“个人养老金”专区，该专区显示“您尚未签约个人养

老金账户”，并且设置了“去签约”按键。“我们行的个人养老金系统是托管部在牵头，会

给每个个人客户开立一个专用账户（或二类户），承接理财、基金、保险等产品。由于涉及

部门太多，而且配套政策还未出齐，具体系统搭建还在进程中”，一位国有大行的内部人士

告诉记者。

2．网传美国电动车 2024 年之后将禁用中国电池

比亚迪董秘回应：电动车行业咋脱钩？财联社 9月 15 日电，昨晚网络中传出一张截图，称

美国 IRA 法案要求，2024 年之后将禁用中国电池。对此，比亚迪董秘李黔 15 日下午在微信

朋友圈发文称，“没看出来，电动车行业咋脱钩？在电动车行业，美国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

靠加大补贴来扶持，而中国已经完全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了。”天风证券电新团队也发

文称，IRA 法案只是说：从 2024 年开始，电池成分中包含任何产自“特别关注国”名单中

的国家（中国在列）将不再适用补贴，并没有禁用的要求。

3. 多部门：2025 年高温合金、高性能特种合金、半导体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产

品和服务对重点领域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财联社 9 月 15 日电，9月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原材料工业“三品”实

施方案，2025 年，原材料品种更加丰富、品质更加稳定、品牌更具影响力。高温合金、高

性能特种合金、半导体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产品和服务对重点领域支撑能力显著

增强。培育一批质量过硬、竞争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产品进入全球中高端供应链，市场环

境更加公平有序。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 海康威视：拟 20 亿元-25 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2) 星帅尔：子公司与比亚迪供应链公司签订《生产性物料采购通则》

(3) 福能股份：上调上网电价与天然气门站价格

(4) 华依科技：与宁德时代(上海)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5) 欣旺达：拟 120 亿投建 30GWh 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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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晶科技 0.05% ST 冠服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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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安宁股份 10 派 6 元 华孚时尚 10 派 1.8 元

丽尚国潮 10 派 0.7 元 奥普特 10 转 4.8 股

永泰运 10 派 3 元 明德生物 10 派 15 元

复洁环保 10 转 4.0 股 维海德 10 派 5 元

思瑞浦 10 转 4.9 股 复洁环保 10 转 4.0 股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华恒生物 1.55% 迪威尔 0.74%

吉翔股份 1.00% 超讯通讯 0.04%

振华股份 1.27% 新通联 0.98%

中闽能源 0.48% 东方园林 0.56%

智度股份 0.08% 同力股份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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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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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利 70.01% 华旺科技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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