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2878 155 1778

涨停板 跌停板

47支 68支 -30.88% 14 支 3 支 -3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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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3% 14.71% 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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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15.43%） 创新高个股 18（0.37%）

破净个股 371（7.71%） 创新低个股 114（2.37%）

二、投资策略

昨日主板低开后探底回升，分时上黄白二线差距缩小呈现纠结状态，说明权重和题材表现有

所变化。日线级别上走出连阴走势，继续承压 5日均线，短期注意 3100 点附近的得失。创

业板指也继续承压 5日均线，短期向 2300 点附近寻找支撑，空头趋势下叠加成交量继续低

迷，短期行情走势预计会有反复。策略上建议继续多一份耐心，谨慎追涨，美联储加息消息

落地，趋势转折已逐渐临近。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9-21

30183.78

-1.70%

英国富时 100

2022-09-21

7237.64

+0.63%

纳斯达克

2022-09-21

11220.19

-1.79%

德国 DAX30

2022-09-21

12677.15

+0.76%

标普 500

2022-09-21

379.93

-1.71%

法国 CAC40

2022-09-21

6031.33

+0.87%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66%，报 1682.2/盎司

WTI 原油期货 -1.06%，83.05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3.06%，报 27.99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9-21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07552 +0.63%

美元指数

2022-09-21

指数 变动值

111.34760 +1.04%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 奋力开

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 9月 21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

策性问题，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

面貌一新。要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聚焦备战打仗，勇于

开拓创新，扎实抓好既定改革任务落实，加强后续改革筹划，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为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2.美方将中国电信企业列入“威胁国家安全名单” 外交部回应

财联社 9 月 21 日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当地时间周二借口“国家安全风险”，将

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信通，以及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列入“威胁

国家安全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 21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美方

借口所谓国家安全，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又一案例。美方此举违反市场经济

规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

纠正错误，停止无理遏制打压中国企业，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

法权益。 (环球网)

3. 美联储公布 9 月利率决议，如期加息 75 个基点

美联储公布 9 月利率决议，如期加息 75 个基点，至 3.00-3.25%。经济预期显示未来或进一

步加速升息步伐。美联储下调美国 2022 年 GDP 增长预期至 0.2%，6 月料增 1.7%；美联储上

调 2022 年 PCE 通胀预期至 5.4%，6 月份料为 5.2%。美联储 FOMC 9 月点阵图显示，美联储

预计在 2022 年至少还会加息 75 个基点，直到 2024 年才会降息。本次美联储决议声明略偏

鹰派，决议公布后，美股大幅收跌；美元指数涨超 1%，续创 2002 年以来新高，2 年期美债

收益率 2007 年来首次升破 4%，原油低位震荡，黄金则先抑后扬。

2.行业动态

1、国内成品油价迎年内第七跌 加满一箱油将少花 11.5 元

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9 月 21 日）24 时开启。本次油价

调整具体情况如下：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 290、280 元。全国平均来看：92

号汽油下调 0.23 元；95 号汽油下调 0.24 元；0号柴油下调 0.24 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L 容量估测，加满一箱 92 号汽油，将少花 11.5 元。

2、国家能源局：1-8 月风电装机容量增长 16.6%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27.2%

9 月 21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8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8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

容量约 24.7 亿千瓦，同比增长 8.0%。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6%；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3.5 亿千瓦，同比增长 27.2%。

3、国家卫健委：开展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中医药干预活动

国家卫健委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针对儿童青少年肥胖、脊柱侧弯等

健康问题，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干预试点，组织中医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肥胖、脊柱侧弯健康教

育活动，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锂价猛于虎！钠电池上位呼声又起 明年或迎产业化元年

全球锂矿价格走势的风向标”Pilbara 锂精矿拍卖价创新高消息落地后，上涨的却不是锂矿

板块，钠电池概念股今日表现亮眼。其背后逻辑或在于，锂矿价格持续上涨，锂电池成本也

将大幅提升，势必给产业链带来压力，从而催促企业寻求新材料体系，钠电池的替代逻辑有

望再次被强化。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 天齐锂业：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中创新航香港首次公开发行

(2) 我爱我家：公司所处行业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呈现改善趋势

(3) 亿晶光电：拟投建年产 10GW 光伏电池+10GW 光伏切片+10GW 光伏组件项目

(4) 凯龙股份：预计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增长 334%–412%

(5) 美联新材：钠电池普鲁士蓝正极材料 50 吨中试生产线已投产 并通过部分电池厂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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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歌股份 0.62% 亿纬锂能 0.04%

盈趣科技 1.34% 江苏新能 0.87%

三峡水利 0.32% 元力股份 0.44%

菲林格尔 0.47% 科华数据 0.35%

中国电信 1.17% 旗滨集团 0.82%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好利科技 10 转 4.0 股 锦和商管 10 派 2.2 元

铂利特 10 转 4.0 股 华润双鹤 10 派 2.89 元

信邦智能 10 派 3.628 元 大洋电机 10 派 0.8 元

灿能电力 10 派 1.1098 元 联合精密 10 派 2.5 元

宁德时代 10 派 6.258 元 奥特维 10 转 4.5 股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密尔克卫 0.10% 中科曙光 0.59%

金盘科技 1.66% 迪威尔 1.03%

美迪凯 0.13% 正源股份 0.50%

七一二 1.00% 骏亚科技 2.00%

海泰新光 0.14% 海汽集团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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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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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丰新材 32.80% 壹网壹创 94.46%

凯盛新材 181.87% 大地海洋 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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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