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571 33 4194

涨停板 跌停板

27支 38 支 -28.95% 51 支 47 支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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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3% 15.79%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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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15.38%） 创新高个股 20（0.42%）

破净个股 383（7.98%） 创新低个股 469（9.78%）

二、投资策略

经过连续杀跌，A 股市场估值已经偏低，成交持续缩量表明市场情绪已接近历史区间极致水

平；市场流动性条件也较为宽松，对市场中期前景不宜过度悲观，整体先求稳，再求进，注

意保持灵活性、把握市场节奏、注重结构。配置上，低估值、稳增长相关板块仍有相对表现；

成长风格偏弱的态势可能仍将延续一段时间。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9-16

30882.42

-0.45%

英国富时 100

2022-09-16

7236.68

-0.62%

纳斯达克

2022-09-16

11448.40

-0.90%

德国 DAX30

2022-09-16

12741.26

-1.66%

标普 500

2022-09-16

3873.33

-0.72%

法国 CAC40

2022-09-16

6077.30

-1.31%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43%，报 1684.5/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35%，85.40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0.11%，报 26.30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9-16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99766 -0.24%

美元指数

2022-09-16

指数 变动值

109.66970 -0.06%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6 只硬科技 ETF 产品快速获批 引导投资芯片、新材料、工业母机等硬科技领域优质上市

公司

财联社 9 月 18 日讯，今日，6只主题指数 ETF 产品迅速获批，分别是嘉实上证科创板芯片

ETF、华安上证科创板芯片 ETF、南方上证科创板新材料 ETF、博时上证科创板新材料 ETF、

华夏中证机床 ETF、国泰中证机床 ETF。6 只产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资金

投资于芯片、新材料、工业母机等硬科技领域优质上市公司，对于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

济功能和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长十一”首任总指挥：2025 年中国有望开启太空旅行 票价 200 万—300 万元

财联社 9 月 17 日电，“长征十一号”火箭首任总指挥杨毅强表示，具体到太空旅行，目前

可分三种。第一种是进入空间站，这对游客的身体、心理素质等有严格要求；第二种是以维

珍银河的“白色骑士”为代表的通过双机身航空运载飞机将游客带入太空，但该模式舒适感

和安全性较差；第三种就是目前技术较为成熟的亚轨道旅行，适合大部分人群。随着商业模

式的完善，2025 年，中国有望开始亚轨道旅行，票价约 200 万到 300 万元人民币。



3. 央行：坚持以我为主、稳中求进 加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央行货币政策司 16 日发文表示，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基

础尚需稳固。从国际看，全球经济放缓、通胀高位运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主要发达经济

体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给全球带来的溢出影响明显加大。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但仍有小幅波动，正处于经济回稳最吃劲的节点。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

济保持较强韧性，我国货币政策政策空间充足，政策工具丰富，促进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具

备诸多有利条件。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以我为主、稳中求进，兼顾稳就业和稳物价、内

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加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不搞大水漫灌、不透支未来。

4. 监管组织地方申报中长期贷款项目 投向 16 大领域

财联社 9 月 16 日电，记者从多位地方发改人士处了解到，近期监管部门组织地方申报中长

期贷款项目，项目投向 16 大领域及 128 个细分领域，但监管部门也设置了禁止投向领域。

16 大领域具体包括：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领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要行业领域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国产化替代，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产业全链条技术产品创新和制造生产，航空航

天业，高端科研仪器研发和制造，氢能产业研发和制造，创新平台扩大技术装备更新改造，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农民和以农机合作社等农机购置，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升级改造

和节粮减损，物流设施提质增效和智能化改造，冷链设施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战略性矿

产资源保障能力，教育领域技术装备更新改造。前述 16 大投向领域还有细分领域，合计 128

个。比如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包括国内铁、铜、镍、锂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项目

建设及钾肥骨干企业钾资源勘探、开采和钾肥生产项目建设两个投向。投向还设置了八个方

面的“负面清单”，包括煤制甲醇和煤制乙二醇项目，涉及新增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

玻璃、船舶、铸造产能的项目等。

2.行业动态

1. 农业农村部与农业银行联合加大金融支持畜牧业力度

财联社 9 月 16 日电，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日前联合印发《金融助力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农业银行将聚焦畜禽养殖大省、大县、大场等

重点区域，重点支持生猪、肉鸡、蛋鸡、奶牛、肉牛、肉羊等主要牲畜、家禽养殖发展，兼

顾水禽和特种畜禽，全力满足育种、饲养、屠宰、加工等畜禽全产业链金融需求，增强畜牧

业发展质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农业银行要积极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差异化信贷政策和多

元化融资模式，不断增强金融服务的针对性。要大力拓宽抵质押品范围，将畜禽活体等纳入

可接受押品目录。政银双方要在信息共享、人才培养、科技赋能、数据共享、创新支持等方

面深化合作，完善协作机制，积极探索政银合作金融服务畜牧业的新模式。据了解，截至今

年 8 月末，农业银行畜牧业贷款余额达到 1488 亿元，较年初增加 255 亿元，增幅 21%。

2．海南：放宽限购政策大力刺激汽车消费 阶段性增加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数量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发展特别措施（2.0 版）》，其中提到，放

宽限购政策大力刺激汽车消费。2022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阶段性放宽购买小客车限制，激

活过期未使用指标，阶段性增加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数量。阶段性放宽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

申请资格条件，取消居住证和驾驶证限制，取消对近 24 个月(含)连续在本省实际缴纳个人

所得税的非本省户籍人员的摇号限制，取消“个人名下在本省已登记小客车超过 3 辆的，只

有 3 辆(含)可以取得更新指标”限制。名下有注册登记新能源小客车但无普通小客车的个人，

可申请参与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摇号。

3. 工信部召开锂资源产业发展座谈会：协同各方加快国内资源开发利用 尽快形成供给能

力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组织召开锂资源产业发展座谈会。会议强调，一是坚持系统观念，从全

产业链审视锂产业发展和价格问题。鼓励上下游企业通过签订长协等方式建立利益长期共享

的协作关系，合力维护供应链畅通稳定，并肩打造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二是坚持底线思维，

抓住当前关键窗口期，研究制定推动锂产业发展相关工作方案，从“多开发、稳进口、减量

化、促回收”等方面提出一揽子政策措施，协同各方加快国内资源开发利用，尽快形成供给

能力。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工作协同，规范有序做好保供稳价工作。龙头企业要发挥表

率作用，生产企业不得串通定价，不得严重背离成本定价，报价机构要规范报价，为稳定价

格和预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发挥积极作用。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 凯普生物：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109%-124%

(2) 七彩化学：与美联新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建设年产 18 万吨电池级普鲁士蓝（白）产业

化项目

(3) 中芯国际：非执行董事任凯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4) 粤电力 A：拟合计出资 20 亿投建电厂项目

(5) 孚能科技：拟投建 24GWh 磷酸铁锂电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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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力股份 0.44% 科华数据 0.35%

中国电信 1.17% 长电科技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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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富技术 0.52%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三七互娱 10 派 3.5 元 翰博高新 10 派 2.3 元

三变科技 10 转 3.0 股 奥迪威 10 派 1 元

良信股份 10 派 2 元 广汽集团 10 派 0.6 元

合锻智能 10 派 0.3 元 报喜鸟 10 派 2 元

金沃股份 10 派 5 元 华明装备 10 派 2.6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卓锦股份 3.12% 纳微科技 0.90%

必得科技 0.03% 元力股份 1.29%

奥来德 0.28% 铂利特 1.14%

圣诺生物 0.09% 爱威科技 1.69%

威龙股份 0.26% 中科曙光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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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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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华集团 124.30% 乾照光电 26.28%

仙乐健康 32.99% 海锅股份 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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