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1100 88 3616

涨停板 跌停板

38支 27 支 +40.74% 51 支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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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 25.93%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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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16.28%） 创新高个股 8（0.17%）

破净个股 390（8.12%） 创新低个股 594（12.37%）

二、投资策略

昨日市场低位缩量震荡，A股市场处于缩量状态，在存量资金的博弈之下，各板块热点快速

切换和轮动，整体延续性较差。在此背景下，消费股的避险显效应明显，消费股的护城河来

自于其品牌和渠道，当市场面临持续下跌风险的情况下，消费方向的防御属性得以凸显。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9-19

31019.68

+0.64%

英国富时 100

2022-09-19

7236.68

-0.62%

纳斯达克

2022-09-19

11535.02

+0.76%

德国 DAX30

2022-09-19

12803.24

+0.49%

标普 500

2022-09-19

3899.89

+0.69%

法国 CAC40

2022-09-19

6061.59

-0.26%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09%，报 1685.0/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09%，85.03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2.05%，报 25.76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9-19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00522 +0.11%

美元指数

2022-09-19

指数 变动值

109.59620 -0.07%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发改委：紧盯生猪市场动态 结合市场形势分批次持续投放中央猪肉储备

财联社 9 月 19 日电，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9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为增加

中秋、国庆等节日市场供应，我们会同有关部门投放了两批中央猪肉储备，近日还将投放第

三批储备，并指导各地加大力度同步投放地方猪肉储备。根据已投放数量和后期投放计划，

预计 9月份国家和各地合计投放猪肉储备 20 万吨左右，单月投放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投放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今后几个月，国家生猪价格调控工作的重点是防范价格过快上涨。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紧盯生猪市场动态，结合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

分批次持续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并督促指导各地同步投放猪肉储备，必要时还会进一步加大

投放力度，并加强市场监管和预期引导，促进市场和价格平稳运行。

2. 发改委：加快推动第一批 3000 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财联社 9 月 19 日电，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9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效投资方

面，我们将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按照“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

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提高要素保障力度和效率，加快推动第一批 3000 亿元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同时，着力用好新增 3000 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做好项目筛选和推荐，加快资金投放，督促地方抓住施工窗口期，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

设。

3. 我国吸引外资“磁力”不减

商务部 9 月 1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至 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927.4 亿

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6.4%，折合 1384.1 亿美元，增长 20.2%。专家表示，前 8

月我国吸收外资数据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表明众多跨国公司持续看好投资中国长期前景，

我国吸引外资“磁力”不减。

2.行业动态

1.农业农村部：豆粕减量替代 去年节约豆粕 1100 万吨

财联社 9 月 19 日电，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2018 年以来，我国大力引导饲料养殖企业推广

低蛋白日粮，2021 年，全国养殖业节约豆粕 1100 万吨，折合大豆 1400 万吨，相当于 1 亿

亩以上耕地产出。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表示，初步预测，到 2030 年，饲料粮消费需求

还将增加 3500 万吨左右，我们不能把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寄托在粮食增产上，还必须在资源

利用方式上做文章，加法减法一起做。

2．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 120 亿元

财联社 9 月 19 日电，央行今日开展 7 天期 20 亿元和 14 天期 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中标利

率分别为 2.0%、2.15%。因今日无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 120 亿元。

3.减少一线城市商超店数量？特斯拉回应称渠道拓展节奏正常

财联社 9 月 19 日电，有媒体报道称，特斯拉正在重新评估在中国市场销售电动汽车的方式，

考虑关闭北京等城市的部分购物中心展厅，将更加重视成本较低且能够提供维修服务的郊区

门店。对此，特斯拉中国方面回应记者称，国内销售渠道依旧处于正常的拓展节奏当中，暂

不知外媒的消息来源于何处。记者梳理发现，9月以来，特斯拉仍在上海、西安等地的商超

布局体验中心；目前，特斯拉在上海拥有 26 家体验店，去年同期特斯拉在上海地区的门店

数量为 21 家。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 南都电源：签署 3.8 亿元新型电力储能项目采购合同

(2) 顺丰控股：8 月速运物流业务营业收入 147 亿元 同比增长 10.47%

(3) 鱼跃医疗：腾讯拟 2.91 亿元战略入股公司子公司讯捷医疗

(4) 文山电力：子公司拟 80 亿元投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5) 云天化：拟设子公司投建 450 万吨/年磷矿浮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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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林格尔 0.47% 越秀金控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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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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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通发展 1.11% 上峰水泥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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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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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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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奈科技 29.43% 华灿光电 19.51%

爱旭股份 68.94% 双汇发展 132.68%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权益市场
	商品
	外汇

	四、隔夜市场动态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