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1965 162 2734

涨停板 跌停板

77支 66支 +16.67% 13 支 7 支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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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4% 25.76%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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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14.59%） 创新高个股 48（0.99%）

破净个股 393（8.09%） 创新低个股 9（0.19%）

二、投资策略

就短期而言，随着市场信心的恢复，反弹或仍有空间，反弹初期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复性和复

杂性，再加上上行中短期获利盘以及历史套牢盘的出逃压力，指数往往出现回落以及回撤。

不过，即便有回落，当前增量资金继续入场以及在赚钱效应恢复的背景下，这波反弹仍有上

行的基础。同时从资金面来看，上个月大幅流出后，随着人民币短期升值，最近两日北向资

金大幅净流入约 300 亿，资金回流也对市场信心带来提振。短线来看，连续两日 3100 点得

而复失，不过在整体情绪反转以及增量资金的入场下，随着外资的重磅回归，市场信心再度

得到提升。多方利好下，短期冲高回落仍是技术性回落，可继续持仓或者逢低继续低吸。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11-14

33536.70

-0.63%

英国富时 100

2022-11-14

7385.17

+0.92%

纳斯达克

2022-11-14

11196.22

-1.12%

德国 DAX30

2022-11-14

14313.30

+0.62%

标普 500

2022-11-14

3957.25

-0.89%

法国 CAC40

2022-11-14

6609.17

+0.22%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30%，报 1774.2/盎司

WTI 原油期货 -4.22%，85.21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5.37，报 23.73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11-14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04152 -0.69%

美元指数

2022-11-14

指数 变动值

107.068 +0.62%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银保监会、住建部和央行允许商业银行与优质房地产企业开展保函置换预售监管资金业

务

财联社 11 月 14 日电，中国银保监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出具保函

置换预售监管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允许商业银行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充分评估房地

产企业信用风险、财务状况、声誉风险等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决策，与优质房地产企业开展保

函置换预售监管资金业务。房地产企业要按规定使用保函置换的预售监管资金，优先用于项

目工程建设、偿还项目到期债务等，不得用于购置土地、新增其他投资、偿还股东借款等。

房地产企业要按约定承担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补足义务，确保项目建设资金充足。



2、六部门：对于第四季度到期的小微企业贷款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企业协商延期还本

付息

财联社 11 月 14 日电，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支持力度的通知》，对于 2022 年第四季度到期的小微企业贷款，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

市场化原则与企业共同协商延期还本付息。《通知》明确，对于 2022 年第四季度到期的、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时遇困的小微企业贷款（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

还本付息日期原则上最长可延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延期贷款正常计息，免收罚息。各银行

业金融机构要坚持实质性风险判断，及时调整信贷管理系统，不单独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

险分类，不影响征信记录，并完善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相关尽职免责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要

创新延期贷款产品和服务，强化金融科技赋能，提前对接企业延期需求，为企业提供差异化

贷款延期方式、线上续贷产品和贷款延期线上办理渠道。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对于缺

乏部分材料的贷款延期申请可“容缺办理”，事后补齐。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政策

宣传解读力度，及时公示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及办理时限，提高小微企业办理贷

款延期的便利度。

3、金融支持房地产持续加码 多家银行讨论加大房地产信贷投放力度

财联社 11 月 14 日电，据了解，在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相关通知下发后，

11 月 14 日多家银行举行内部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大房地产信贷投放力度。一是针对银行内

部“白名单”房企，根据住宅类项目资金运转状况与销售前景积极提供信贷支持；二是完善

尽职免责制度，鼓励银行信贷部门员工深入了解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需求，在落实风控要求的

情况下提供开发贷、过桥贷款等多种方式金融服务；三是加大房地产企业并购的贷款或发债

融资支持，促使房地产企业通过兼并整合，有效解决部分企业资金链问题。 (21 世纪经济

报道)

4、欧佩克下调石油需求展望 预计 2022 年石油需求增加 255 万桶/日

财联社 11 月 14 日电，欧佩克（OPEC）今日在月报中下调 2022 年石油需求展望，这是今年

4月以来欧佩克第五次下调全年石油需求展望。欧佩克预期，2022 年的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

255 万桶/日，较此前减少 10 万桶/日。2023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较此前下调了 10 万桶

/日至 220 万桶/日。欧佩克在报告中称，世界经济在今年第四季度进入了充满重大不确定性

和挑战不断增加的时期。“下行风险包括高通胀、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许多地区主权债

务水平偏高、劳动力市场收紧和供应链持续受限。”欧佩克月报显示，在 22 年第二季度和

第三季度，全球石油供应分别超过石油总需求 200 万桶/日和 110 万桶/日，呈现明显的供过

于求。

2.行业动态

1.蚂蚁集团整改新进展 重庆蚂蚁消金注册资本由 80 亿元增至 185 亿

《科创板日报》14 日讯，11 月 14 日晚间，鱼跃医疗发布公告显示，重庆蚂蚁消金的注册资

本金将由原来的 80 亿元增至 185 亿元，包括蚂蚁集团、杭州金投数字科技、舜宇光学、传

化智联、鱼跃医疗、博冠科技、重庆农信投资在内的多家公司参与增资认购。重庆蚂蚁消金

公司，是去年 6 月由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持牌金融机构，主要承接蚂蚁整改后的消费金融业

务，因此，其增资也被认为是蚂蚁集团整改的重要环节和进展。

2、国家能源局：1-10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7176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8%

财联社 11 月 14 日电，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1-10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7176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94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9%；第二产业用电

量 4708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第三产业用电量 1247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124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6%。10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6834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9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5%；第二产业用

电量 472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第三产业用电量 1102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0%；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9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弘信电子：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 6%股份 引入国有资本

(2)宝馨科技：拟 18.6 亿元投建 2GW 光伏异质结电池等项目

(3)传化智联：拟以 9.27 亿元认购重庆蚂蚁消金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4)鱼跃医疗：拟调整对参股公司重庆蚂蚁消费金融公司增资

(5)江南化工：紫金矿业旗下公司拟 16.14 亿元受让公司 11.99%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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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水集团 1.89% 赛福天 0.06%

沪上农行 0.29% 齐鲁银行 0.20%

川恒股份 0.24% 神州信息 0.05%

三一重工 2.23% 银都股份 0.13%

工大高科 1.89% 骏亚科技 1.09%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风华高科 10 派 1.1444 元 中国外运 10 派 1 元

九阳股份 10 派 5 元 五芳斋 10 派 7 元

陕天然气 10 派 3 元 昂利康 10 转 4.5 股

玉龙股份 10 派 0.64 元 苏宁全球 10 派 0.5 元

中国联通 10 派 0.063 元 联瑞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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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阳创新 0.20% 优刻得 0.77%

联德股份 1.69% 元祖股份 0.30%

普莱柯 0.89% 赛伍技术 0.03%

万业企业 0.06% 嘉美包装 1.77%

瑞尔特 0.78% 南方精工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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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立华 101.00% 新点软件 37.95%

中泰股份 12.33% 联瑞新材 61.32%

盛美上海 60.24% 恒光股份 109.00%

贝斯美 35.83% 指南针 80.60%

金山办公 111.35% 中新赛克 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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