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3407 101 1238

涨停板 跌停板

72支 95 支 -24.21% 19 支 12 支 -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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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9% 14.74%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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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3.07%） 创新高个股 61（1.29%）

破净个股 389（8.20%） 创新低个股 10（0.21%）

二、投资策略

上周市场走出先抑后扬的格局，盘面活跃度较周初也呈现明显改善。指数走出止跌企稳形态

后接下来要注意向上攻击的力度，毕竟面临前期平台的下沿以及多条均线的压制。因此操作

上建议可有所乐观的背景下仍旧要做好仓位管理，毕竟当下趋势还并未改变，若后续无量预

计还会有震荡反复的可能。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08-05

32803.47

+0.23%

英国富时 100

2022-08-05

7439.74

-0.11%

纳斯达克

2022-08-05

12657.55

-0.50%

德国 DAX30

2022-08-05

13573.93

-0.65%

标普 500

2022-08-05

4151.19

-0.16%

法国 CAC40

2022-08-05

6472.35

-0.63%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80%，报 1792.4/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01%，报 88.53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0.18%，报 21.99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08-05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76662 +0.23%

美元指数

2022-08-05

指数 变动值

106.58660 +0.78%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青海省能源局约谈部分新能源企业 督促完成投资任务

财联社 8月 5 日电，近日，青海省能源局约谈了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

力有限公司、华能公司青海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阳光电源股份有限

公司、茫崖天茫新能源有限公司、大柴旦协合公司、青海陕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

解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完成投资任务。会上，省能源局要求各企业切实履行项

目建设承诺，加快相关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按期形成投资实物量。

2. AMC 终于出手救房企 中国华融官宣纾困阳光城母公司

财联社 8月 5 日电，中国华融称，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保交楼、稳民生的

有关要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中国华融全面推动与相关市场主体的



纾困合作，近日中国华融已与阳光龙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纾困重组框架协议》，并召开纾

困战略合作会议，中国华融总裁助理高敢、阳光集团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出席会议。

3.银保监会取消保险资管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明确八类禁止行为

财联社 8月 5 日电，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规定》细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增加受托管理各类资金的基本原则，明

确要求建立托管机制，完善资产独立性和禁止债务抵消表述，严禁开展通道业务，并对销售

管理、审慎经营等作了规定。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境内外保险公司股东一视同仁，取消外

资持股比例上限。此外，对所有类型股东明确和设定了统一适用的条件，严格对非金融企业

股东的管理。优化股权结构设计，明确机构功能定位。适当降低保险公司总体持股比例上限，

要求境内外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管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 50%，在明确保险资管公司是保

险资金核心管理人的同时，为吸引包括境外优秀保险公司和资管机构在内的各类股东提供制

度空间。在业务范围上，除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外，丰富开展保险资管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其

他中长期资金和合格投资者资金等的表述，促进多元化发展。

4.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

8月 5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二、取消中美国防

部工作会晤。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2.行业动态

1.价格初定 首个国产抗新冠口服药每瓶不超 300 元

据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消息，目前，治疗新冠肺炎的阿兹夫定片价格初定，每瓶不到

300 元，每瓶 35 片，每片 1mg。此前，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按照药

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应急审评审批，附条件批准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阿兹夫定片增

加治疗新冠病毒肺炎适应症注册申请。

2.民航局：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将优化调整

民航局于 8月 7日对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的熔断措施为：对确

诊旅客人数达到 5例的航空公司单一入境航班，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

4%时，暂停运行 1周；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 8%时，暂停运行 2周。熔

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相关政策将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适时做出必要调

整。

3. 郑州房地产纾困基金设立运作方案出台 暂定规模 100 亿

《郑州市房地产纾困基金设立运作方案》已由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至各开发区管委会，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据悉，郑州市房地产纾困基金将按照“政府

引导、多层级参与、市场化运作”原则，由中心城市基金下设立纾困专项基金，规模暂定

100 亿元，采用母子基金方式运作，相关开发区、区县（市）根据纾困项目，吸引不同类型

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子基金，并按照项目及子基金设立情况，资金分期到位。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康达新材：目前公司风电叶片结构胶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2）牧原股份：7月份销售生猪 459.4 万头 销售收入 104.91 亿元

（3）康龙化成：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拟减持不超 2.33%股份



（4）中油工程：子公司签署 59-65 亿元 EPC 总承包合同

（5）南京银行：江苏交控及云杉资本增持公司股份 再次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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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生物 0.12% 南京银行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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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龙蟠科技 10 派 1.86 元 ST 龙净 10 派 2.5 元

长城科技 10 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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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股份 10 派 6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纳微科技 0.04% 华恒生物 0.62%

智明达 0.30% 天合光能 1.38%

嘉必优 0.51% 绿的谐波 1.91%

昂立教育 0.87% 祥源文化 1.00%

科达制造 0.70% 三利谱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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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辉信息 60.83% 海星股份 187.50%

青鸟消防 69.85% 神马电力 498.18%

圣泉集团 658.96% 金百泽 131.47%

长远锂科 177.02% 微芯生物 62.28%

海天瑞声 191.82% 天禄科技 1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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