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1947 171 2745

涨停板 跌停板

57支 100支 -43.00% 7 支 4 支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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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1% 20.00% 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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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13.97%） 创新高个股 38（0.78%）

破净个股 385（7.92%） 创新低个股 10（0.21%）

二、投资策略

操作策略上，周三市场并未延续昨日的强势格局，反而形成明显的调整状态，不过当下这种

走势也无需过分悲观，毕竟量能不足下短期也会有反复夯实，接下来要重点留意量价配合情

况，同时在市场轮动节奏未变下建议继续做好节奏把握。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11-16

33553.83

-0.12%

英国富时 100

2022-11-16

7351.19

-0.25%

纳斯达克

2022-11-16

11183.66

-1.54%

德国 DAX30

2022-11-16

14234.03

-1.00%

标普 500

2022-11-16

3958.79

-0.83%

法国 CAC40

2022-11-16

6607.22

-0.52%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01%，报 1777.0/盎司

WTI 原油期货 -1.84%，85.32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1.75，报 24.11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11-16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10843 +0.86%

美元指数

2022-11-16

指数 变动值

106.28900 -0.25%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央行：下一步将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财联社 11 月 16 日电，央行 2022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一步将牢牢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稳妥实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保交楼专项借款加快落地使用并视需要适当加大力度，引导商

业银行提供配套融资支持，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发改委：继续择机投放中央猪肉储备 必要时还会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

财联社 11 月 16 日电，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6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判断，

今后一段时间生猪猪肉市场供应有保障，价格有望保持相对平稳态势，难以出现大幅上涨的

情形。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生猪市场动态，继续择机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必要时还会进

一步加大投放力度，并指导各地同步投放地方储备。同时，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强市场监

管，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促进生猪价格尽快回归至合理区间。



3、国家发改委：将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

财联社 11 月 16 日电，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下

一步的工作安排，报告提到，将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

主权。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

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

大、叠加、倍增作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筑牢数字安全屏障。以国家战略

需求为导向，瞄准全球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问题，积聚力量进行原创

性引领性数字技术攻关。加大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力度。着力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智

能制造装备的供给水平，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4、央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财联社 11 月 16 日电，央行 2022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一步将密切关注主

要发达经济体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调整的溢出影响，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坚持以市场供

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

定性作用，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预期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统筹做好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工作，保持金融体系总体稳定，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

和处置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2.行业动态

1.以岭药业石家庄厂区正临时招聘 1-3 个月短期工逾千人 加码生产连花清瘟

财联社 11 月 16 日电，财联社记者从多家劳务公司了解到，自本月 14 日起，以岭药业石家

庄厂区开始招聘 1-3 个月短期工，加码生产连花清瘟药品，预计本次总共招聘 1000 人以上，

只限男工，招聘工作预计将在本周完成。相关人士称，短期工主要做药品包装，清洗，切药

工作，白夜班倒替 24 小时生产，满勤工资 180 元/天，公司包食宿，每月休息 4 天，封闭管

理，住三星级酒店公司接送，入厂前需隔离三天。

2、荣耀回应京东方等股东入股：目前经营性现金流稳健增长

财联社 11 月 16 日电，针对京东方等入股荣耀的消息，11 月 16 日晚，荣耀方面回应：“荣

耀目前收入、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稳健增长，多元化股权结构一直是荣耀坚持的发展原则，

荣耀也一直坚持开放、协同的原则，致力于联合产业链合作伙伴，为用户带来产品创新和体

验跃迁，更好地服务全球消费者。”小财注：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荣耀终端有限公司发生了

工商变更，新增了 6名股东，但是并未透露具体的持股比例。新增的股东包括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金祺智（上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有限合伙）、综改共赢（杭州）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Rosy Fable Asia L.P.等。 (证券时报)展开收起

3、深圳：加大企业上市扶持力度 鼓励优质红筹企业回归 A 股上市

财联社 11 月 16 日电，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上市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加大企业上市扶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优

质企业到境外上市，鼓励优质红筹企业回归 A 股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拆分子公司

在境内外上市。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不同类型的优质国有企业在境内相

应板块上市。加强与全球主要证券市场的合作，吸引境外优质上市公司来深交所发行中国存

托凭证（CDR）。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鼓励上市公司充分利用股票增发、发行债券和资

产证券化（AB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全球存托凭证（GDR）等资本市场融资

工具，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并购重组，促进产业由集聚发展向集群发展。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竞业达：两名股东于今日合计卖出 99.39 万股

(2)尔康制药：拟 10 亿元投建碳酸锂及其制剂项目

(3)晶澳科技：拟 102 亿元投建光伏切片、电池、组件一体化智能工厂及研发中心项目

(4)三孚新科：智动力向公司预计首期采购一批复合铜箔生产设备

(5)视觉中国：AIGC 相关业务尚处于初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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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科微 0.04% 安恒信息 0.01%

现代投资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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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奥特维 10 转 4.5 股 福莱特 10 派 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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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艾为电子 0.53% 惠泰医疗 1.52%

工大高科 0.79% 南卫股份 1.18%

碳元科技 2.00% 剑桥科技 0.21%

南京熊猫 0.71% 天润乳业 0.66%

怡合达 0.82% 优彩资源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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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鸥玛软件 176.73% 清溢光电 227.16%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权益市场
	商品
	外汇

	四、隔夜市场动态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