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1554 127 3129

涨停板 跌停板

41支 47支 -12.77% 8 支 14 支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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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8% 12.77% 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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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15.70%） 创新高个股 25（0.52%）

破净个股 384（7.99%） 创新低个股 247（5.14%）

二、投资策略

目前来看，无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都受到 5日均线的有效压制，量能依旧不足 7000 亿，市

场整体延续较为低迷的整理态势，不过无论是市场整体的亏钱效应还是下跌动能均呈现明显

下降态势，结合指数一路向下调整的过程中利空的情绪释放较为充分，就短线而言风险相对

可控，无需过于悲观。当指数能够带量站上 5 日均线时，短线或有望开启一轮修复性反弹。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9-22

30076.68

-0.35%

英国富时 100

2022-09-22

7159.52

-1.08%

纳斯达克

2022-09-22

11066.80

-1.37%

德国 DAX30

2022-09-22

12531.63

-1.84%

标普 500

2022-09-22

3757.99

-0.84%

法国 CAC40

2022-09-22

5918.50

-1.87%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22%，报 1679.4/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68%，83.50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2.29%，报 27.35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9-22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08168 +0.09%

美元指数

2022-09-22

指数 变动值

111.29 -0.08%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商务部：将进一步提高货物贸易零关税比例 放宽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

财联社 9 月 22 日电，商务部今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

体制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此前，商务部表示，我国共与 26 个国家和

地区签署 19 个自贸协定，这一数字是否有更新？未来在自贸协定的签订或是升级方面还有

哪些计划？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从“扩围、提质、增效”三方面

发力，推进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有效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提供机制性保障，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是进一步扩大范围。积极推进加入 CPTPP 进程，

与协定成员国开展磋商，保持密切沟通；全面推进加入 DEPA 谈判，力争尽早正式加入；继

续推进与海合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以色列、挪威及中日韩等自贸协定谈判和中国-东

盟自贸区 3.0 版等升级进程，与更多有意愿的贸易伙伴商签自贸协定，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进一步提升水平。进一步提高货物贸易零关税比例，放

宽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环境保护等新规则议题谈判，推动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三是进一步增强实效。以 RCEP 生效实施为契机，加大对自贸协

定的宣介、推广、培训，提升自贸协定综合利用率，让协定更好更快惠及企业和人民。

2.国常会：第四季度将收费公路货车通行费减免 10% 政府定价货物港务费降低 20%

财联社 9 月 22 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强化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和支持

相关市场主体纾困政策，支撑经济平稳运行。会议指出，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命脉，要保通

保畅并强化支持。一是保障港口、货站等正常运转和主干道、微循环畅通，防止“层层加码”

“一刀切”。二是在第四季度，将收费公路货车通行费减免 10%，对收费公路经营主体给予

定向金融政策支持，适当降低融资成本。三是第四季度政府定价货物港务费降低 20%。

3. 国常会：听取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情况汇报 要求狠抓政策落实推动经济回稳向上

财联社 9 月 22 日电，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情况汇报，

要求狠抓政策落实推动经济回稳向上。会议指出，围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近期国务

院对部分地区开展大督查。着力督导检查稳经济保民生，推动解决一批地方实际困难。下一

步要将问题转地方和部门整改。各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要与督查整改衔接，协调

解决问题，重点推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新改造等扩投资促消费政策落实。各地要扛

起稳经济保民生责任，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共同巩固经济企稳基础、促进回稳向上。

2.行业动态

1、天津今年定向新增 2 万个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

财联社 9 月 22 日电，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获悉，今年年内天津将定向增加投放 2 万个

个人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通过专项摇号活动，面向仍在摇号且已累计参加 60 期以上（含

60 期）的“未中签”申请人进行配置。个人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专项摇号活动将于 10 月开

展。参加专项摇号的申请人须至 2022 年 9 月底已累计参加 60 期以上（含 60 期）天津本市

普通车增量指标摇号活动未中签，并符合增量指标申请条件，同时本次专项摇号活动的中签

者须在天津市购置新车。

2、英国央行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

财联社 9 月 22 日电，英国央行加息 50 个基点至 2.25%，符合市场预期，自去年 12 月已连

续 7 次加息。

3、蜜雪冰城预披露招股书 门店数量居国内现制茶饮行业第一

财联社 9 月 22 日电，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信息显示，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的 A 股上市申

请已获受理并正式预披露招股书，“国民连锁茶饮第一股”拟登陆深交所主板。招股书显示，

广发证券为蜜雪冰城上市的主承销商。截至 2022 年 3 月末，蜜雪冰城公司共有门店数量

22,276 家，根据窄门餐眼数据统计，门店数量位居国内现制茶饮行业第一。

4、口腔种植体集采即将开展

财联社 9 月 22 日电，口腔种植体系统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今天（9 月 22 日）公布

口腔种植体集中带采购公告（第 1 号），明确了集采范围和相关流程规定。本次口腔种植体

系统集中带量采购产品以种植体、修复基台、配件包各 1 件组成种植体产品系统，并根据种

植体材质，分为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系统和钛合金种植体产品系统共两个产品系统类别。公

告明确，联盟地区所有开展口腔种植牙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均应参加，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

构按照定点协议管理的要求参加，鼓励其他医疗机构主动参与。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组织省

内参加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的医疗机构填报未来一年种植体系统的采购需求量。在采购周期内，

每年签订采购协议，续签采购协议量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度的协议采购量。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 盛屯矿业：与中创新航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2) 时代电气：子公司中车时代半导体拟 111.2 亿元投资中低压功率器件产业化建设项目

(3) 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向空客公司购买 40 架 A320NEO 系列飞机

(4) 通威股份：拟投建 25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

(5) 铜陵有色：拟 103 亿元投建绿色智能铜基新材料产业园一体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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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钼业 0.06% 杉杉股份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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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 0.30%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华研精机 10 派 2 元 嘉化能源 10 派 2.5 元

江山股份 10 派 30 元 五芳斋 10 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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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ata.eastmoney.com/stockdata/603993.html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元琛科技 4.05% 铂利特 0.48%

泰坦科技 0.47% 杰特生物 0.66%

光威复材 1.03% 视源股份 0.08%

思美传媒 0.11% 皖通科技 0.40%

上峰水泥 1.00% 华控赛格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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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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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能建 21.86% 华尔泰 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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