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2731 174 1958

涨停板 跌停板

74支 57支 +29.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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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5% 31.58%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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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13.82%） 创新高个股 59（1.21%）

破净个股 380（7.81%） 创新低个股 10（0.21%）

二、投资策略

昨日午后在信创板块全面走强的带动下，市场情绪显著回暖，而从盘面整体上来看，目前市

场呈现标准的结构性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主要集中在主线热点方向，目前市场大概率已处

于估值底部、经济底部、市场情绪底部的多重底部区间。A 股估值已经处于历史低位，具备

中期战略配置价值，看好 A 股整体回升的阶段投资机会。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11-17

33546.32

-0.02%

英国富时 100

2022-11-17

7346.54

-0.06%

纳斯达克

2022-11-17

11144.96

-0.35%

德国 DAX30

2022-11-17

14266.38

+0.23%

标普 500

2022-11-17

3946.56

-0.31%

法国 CAC40

2022-11-17

6576.12

-0.47%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73%，报 1762.8/盎司

WTI 原油期货 -4.12%，82.06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0.75，报 23.93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11-17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14911 +0.57%

美元指数

2022-11-17

指数 变动值

106.66640 +0.36%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外交部：高度重视预防和管控人工智能相关风险挑战

财联社 11 月 17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人工智能带来

的伦理风险日益引发国际社会关注。11 月 16 日，中方向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

国大会提交了《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毛

宁表示，中国高度重视预防和管控人工智能相关风险挑战，积极致力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

去年 12 月，中方就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向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提交了

立场文件，为解决人工智能治理难题贡献了智慧和方案。毛宁介绍，这次中方提交的立场文

件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角度，系统提出了中方政策主张，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研发、使用及

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立场文件强调，中方始终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更好赋能全球

可持续发展，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2、商务部：认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财联社 11 月 17 日电，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问，本周中美两国元

首会面同意两国财金团队就经贸问题开展对话协调，双方工作组具体将就哪些方面进行对话

协调？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介绍，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

总统拜登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成功举行会晤，为中美两国关系、经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商务部将认真落实两

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今年1—10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6398.3亿美元，同比增长5.1%，

其中对美出口增长 6.6%。束珏婷表示，中美经济高度互补、深度互融，双边经贸合作健康

稳定发展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双方应共同努力，为经贸合作创造氛围和条件。

3、美联储布拉德：利率需要进一步提高以抑制通胀

财联社 11 月 17 日电，美联储布拉德表示，迄今为止，美联储加息“对观察到的通胀影响有

限”。据估计，政策尚未处于“足够限制性”的范围内，不足以降低通胀。利率需要进一步

提高以抑制通胀。货币规则将把限制性政策的下限设定在 5%左右，而当前美联储的目标利

率区间为 3.75%-4%。

2.行业动态

1.国家疾控局：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方案

财联社 11 月 17 日电，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 17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对于接种疫苗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以及可负担性等因素，

坚持依法依规、尊重科学的原则。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方

案，方案确定以后，有关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发布。

2、执意打压！英国又拿安全说事 要求中企闻泰科技出售收购的芯片企业股份

财联社 11 月 17 日电，据路透社、美国“政治新闻网”等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16 日，

英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中企闻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出售被其收

购的英国纽波特晶圆厂至少 86%的股份。此事之前已经多次传出消息并引发巨大争议，也曾

被曝光英国是承受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英方在没有任何确

凿证据的条件下，以莫须有的风险为借口的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严重冲击

中英合作的互信基础，中方对此强烈反对。 (环球网)

3、英国财政大臣亨特：将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起征点从 15 万英镑降至 12.514 万英镑

财联社 11 月 17 日电，英国财政大臣亨特表示，将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起征点从 15 万

英镑降至 12.514 万英镑。英国将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暴利税税率提高至 35%，直至 2028 年。

英国将对低碳能源生产商的超额收益征收 45%的税。将取消 100 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闻泰科技：英国方面要求安世半导体至少剥离 NWF86%股权

(2)阿里巴巴第二财季调整后净利润 338.2 亿元 同比增长 19%

(3)龙佰集团：公司氯化法钛白粉技术等商业秘密涉嫌遭到不法侵犯

(4)特一药业：用 5-8 年时间 将止咳宝片年销售量增长到 24 亿片

(5)粤水电：联合中标 6.69 亿元三埠港搬迁 EPC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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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大高科 0.79% 乾照光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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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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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风光 0.87% 迅捷兴 1.06%

晶丰明源 1.11% 安正时尚 0.97%

九华旅游 0.72% 天目湖 1.13%

圣济堂 0.38% 美联新材 0.92%

苏宁环球 1.32% 永安林业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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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鸥玛软件 176.73% 清溢光电 227.16%

电声股份 230.57% 亚创电子 62.44%

富佳股份 170.53% 中农立华 101.00%

锦鸡股份 82.39% 海力风电 103.72%

东方中科 83.86% 通达电器 1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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