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3730 81 931

涨停板 跌停板

95支 49 支 +93.88% 12 支 30 支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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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7% 30.61%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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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3.48%） 创新高个股 47（0.99%）

破净个股 396（8.35%） 创新低个股 24（0.51%）

二、投资策略

操作策略上，整体指数运行趋势相对偏弱，但板块和个股情绪明显改善，当下建议可轻指数

重个股，但要注意的是大趋势并未显著扭转下仓位管理意识依旧要保持。而且节奏上也不建

议盲目追涨，小心量能配合不佳下或将有所反复。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8-04

32726.82

-0.26%

英国富时 100

2022-08-04

7448.06

+0.03%

纳斯达克

2022-08-04

12720.58

+0.41%

德国 DAX30

2022-08-04

13662.68

+0.55%

标普 500

2022-08-04

4151.94

-0.08%

法国 CAC40

2022-08-04

6513.39

+0.64%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1.77%，报 1807.9/盎司

WTI 原油期货 -3.15%，报 87.80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0.18%，报 21.99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8-04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75132 -0.11%

美元指数

2022-08-04

指数 变动值

105.76000 -0.57%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种业振兴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种业企业扶优行动，近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根据企业规模、创新能

力和发展潜力等关键指标，从全国 3 万余家种业企业中遴选了 69 家农作物、86 家畜禽、121

家水产种业企业机构，集中力量构建“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国家种业企业阵型，加快

打造种业振兴骨干力量。

2. 贯彻执行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上海证券报：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8 月 4 日消息，8月 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

开 2022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要求，2022 年下半年，上海总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行、总

局工作会议部署，继续贯彻执行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创新。

3.《关于做好 2022 住房公积金年度月缴存额调整工作的通知》

财联社：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官方微信发布《关于做好 2022 住房公积金年度月

缴存额调整工作的通知》。按照相关规定，2022 住房公积金年度月缴存基数上限为 31884

元；月缴存基数下限为 2320 元。2022 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比例为 5%-12%，单位可自主选择。

调整之后，国管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 7652 元，相较于 2021 年 6774 元的月缴存额上限，

提高了 878 元。

2.行业动态

新京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咨询委员会主任邬贺铨在主旨演讲中谈到了自己

对 web3.0、元宇宙等热门话题的理解。他表示，web3.0 更多只是 web2.0 的演进版本，还承

担不了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重任。元宇宙还是个小众市场，前景还不够清晰，也无法代表下

一代互联网。

北京商报：8月 4日，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其发布的行业标准《旅游景区智慧化建

设指南》公开征求意见。《指南》给出了旅游景区智慧化建设的总体架构、基础设施、平台

建设、运维保障等方面的指导和建议。

上观新闻：8月 4日下午，在位于嘉定区安亭镇的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内，国家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上海市第一批车辆集中发车。这些车辆来自捷氢、重塑、神力、航天氢能、清志、

青氢等承担上海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任务的企业，共有 100 辆，标志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应用上海城市群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中国新闻网：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7月疆电外送数据 3日出炉，7 月新疆外送电量

129.8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创疆电外送以来的最大月度外送最高纪录。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温氏股份业绩快报：上半年净亏损 35.17 亿元

（2）宇晶股份：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009%

（3）中来股份：上半年扣非净利润 2.11 亿元 同比增 4330%

（4）金龙鱼：二季度净利环比增长 1518%

（5）欣旺达：与伟明环保等签署 115 亿元温州锂电池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合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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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威软件 0.00% 安琪酵母 0.04%

亚辉龙 0.86% 海尔生物 0.18%

上海凤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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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安宁股份 10 派 6 元 藏格矿业 10 派 18.98 元

恒进感应 10 派 6 元 中谷物流 10 派 12 元

东阳光 10 派 2.7 元 艾比森 10 派 15 元

百川能源 10 派 1.5 元 东方电器 10 派 2.3 元

开尔新材 10 派 0.16 元 晋控煤业 10 派 4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三孚新科 0.74% 百克生物 0.50%

蓝特光学 1.25% 艾玛科技 0.93%

德新交运 1.05% 栖霞建设 0.19%

蜀道装备 0.02% 金奥博 0.33%

奥精医疗 0.33% 诺泰生物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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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力传感 119.41% 晶晨股份 92.93%

芳源股份 389.24% 海星股份 187.50%

青鸟消防 69.85% 新赛股份 23.45%

圣泉集团 658.96% 金百泽 131.47%

长远锂科 177.02% 微芯生物 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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