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2499 154 2086

涨停板 跌停板

102 支 69 支 +47.83% 11 支 15 支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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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6% 40.58%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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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12.54%） 创新高个股 114（2.41%）

破净个股 360（7.60%） 创新低个股 57（1.20%）

二、投资策略

昨日市场情绪有所提升，盘面活跃度也有所保持，不过美中不足是成交量有所低迷，而且近

期板块轮动特征还是比较突出的，大涨的板块持续度还要进一步观察。因此操作上不建议进

行追高，更多关注低吸机会。方向上建议继续围绕有政策加码的新能源产业链以及具备成长

空间的机器人等进行挖掘。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8-01

32798.40

-0.14%

英国富时 100

2022-08-01

7413.42

-0.13%

纳斯达克

2022-08-01

12368.98

-0.18%

德国 DAX30

2022-08-01

13479.63

-0.03%

标普 500

2022-08-01

4118.63

-0.28%

法国 CAC40

2022-08-01

6436.86

-0.18%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42%，报 1789.3/盎司

WTI 原油期货 -4.61%，报 94.07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7.08%，报 22.84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8-01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78425 +0.46%

美元指数

2022-08-01

指数 变动值

105.41240 -0.39%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三部委：研究退役光伏组件、废弃风电叶片等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路线和实施路径

财联社 8 月 1 日电，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其中提到，加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实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

旧轮胎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规范管理，鼓励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公布碳足迹。延伸再生

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链条，促进钢铁、铜、铝、铅、锌、镍、钴、锂、钨等高效再生循环利用。

研究退役光伏组件、废弃风电叶片等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路线和实施路径。

2.三部门：推进氢能制储输运销用全链条发展

财联社 8 月 1 日电，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其中提到，调整优化用能结构。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有序推进钢铁、建材、石

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煤炭减量替代，稳妥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促进煤炭分质分级高效



清洁利用。有序引导天然气消费，合理引导工业用气和化工原料用气增长。推进氢能制储输

运销用全链条发展。鼓励企业、园区就近利用清洁能源，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光伏+

储能”等自备电厂、自备电源建设。

3.三部门：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财联社 8 月 1 日电，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其中提到，围绕电器电子、汽车等产品，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4.央行召开 2022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财联社 8 月 1 日电，人民银行召开 2022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要求，保持货币信贷平稳

适度增长。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经

济的贷款投放，保持贷款持续平稳增长。引导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点发力支持基础设施领域建设。

加大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力度。

2.行业动态

财联社：近期，香港科技大学(HKUST)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种新的氢燃料电池。据称，它

不仅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耐用的氢电池，而且更具有成本效益，为全球更广泛地应用绿色能

源铺平了道路。

新华社：8 月 1 日起，《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也就意味着“熊

猫巴士”等智能网联汽车在深圳上路首次实现“有法可依”。在业界看来，深圳的探索有望

为智能网联汽车这一新兴产业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新华财经：德勤中国与穆棉资本和内向基金于 8月 1日联合发布《乘风而来，群雄逐鹿

——2022 年预制菜市场展望》，报告称 2021 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约为人民币 5500 亿元，

多元化餐饮场景及健康饮食趋势推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未来 5 年复合年均增长率有望达

13%。

央视新闻客户端：8月 1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为地中海航运

公司(MSC)建造的 24116TEU 超大型集装箱船在长兴造船基地顺利出坞。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建

造的最大装箱量集装箱船，也是继今年 6 月 22 日完工交付中国首艘全球最大 24000TEU 超大

型集装箱船，沪东中华在全球顶级超大型集装箱船建造领域创下的又一项新纪录，标志着世

界超大型集装箱船建造进入中国船舶引领的新纪元。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可立克：股东鑫联鑫拟减持不超 2.31%

（2）汇川技术：上半年净利润预增 15%-35%

（3）四方光电：收到国内新能源主机厂 2 个项目定点通知书

（4）孚能科技：拟投建赣州年产 30GWh 新能源电池项目

（5）蔚来汽车：7 月汽车交付量为 10052 辆 同比增长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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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禾股份 0.04% *ST 西源 0.00%

新宁物流 0.01% 科华数据 0.18%

恒润股份 0.59% 建设机械 0.58%

中孚信息 0.67% 宝馨科技 0.07%

新华都 0.33% 国元证券 0.16%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艾比森 10 派 15 元 藏格矿业 10 派 18.98 元

恒进感应 10 派 6 元 晋控煤业 10 派 4 元

东阳光 10 派 2.7 元 比亚迪 10 派 1.05 元

韦尔股份
10 转 3.5 派 5.2

元
东方电器 10 派 2.3 元

开尔新材 10 派 0.16 元 中谷物流 10 派 12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艾隆科技 0.12% 百利科技 0.94%

君禾股份 0.01% 博通集成 0.17%

中国黄金 0.12% 日照港 1.00%



财信发展 1.71% 皖仪科技 1.94%

贝斯美 0.43% 杰恩设计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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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枪科技 118.90% 本川智能 123.01%

安联锐视 140.32% 厦钨新能 145.80%

华维设计 297.21% 神马电力 498.18%

凯腾精工 119.26% 柏楚电子 270.47%

柯力传感 119.41% 晶晨股份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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