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1276 121 3468

涨停板 跌停板

54支 74支 -27.03% 6 支 1 支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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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5% 18.92% 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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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14.01%） 创新高个股 51（1.05%）

破净个股 388（7.98%） 创新低个股 9（0.19%）

二、投资策略

多重利好因素叠加影响下，市场的结构性行情，将继续增强投资者信心，汇聚赚钱效应。市

场快速反弹后，有望步入验证期，表现以震荡为主，短暂的犹豫后，会继续强势反弹，从行

业上看，此次反弹主要为两条主线：将以消费复苏类行业为主，食品饮料、医药等估值低确

定性高的品种。其中医药是市场普遍认可的行业。二是政策显著边际改善的主线，包括地产

产业链、传媒、信创、军工等符合政策预期的行业。特别是地产建材、传媒教育等，典型的

困境反转，未来行情的空间和时间都值得期待。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11-18

33745.69

+0.59%

英国富时 100

2022-11-18

7385.52

+0.53%

纳斯达克

2022-11-18

11146.06

+0.01%

德国 DAX30

2022-11-18

14431.86

+1.16%

标普 500

2022-11-18

3965.34

+0.48%

法国 CAC40

2022-11-18

6644.46

+1.04%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62%，报 1752.0/盎司

WTI 原油期货 -1.40%，80.26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3.38，报 23.12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11-18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12252 -0.37%

美元指数

2022-11-18

指数 变动值

106.98650 +0.30%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央行、外汇局出手！释放重大利好

中国债市开放再次提速。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 11 月 18 日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

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规定》进一步完善并明确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要求，

将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发布的《规定》是《公

告》的配套法规，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债券市场整体开放，统一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

市场资金管理，进一步便利投资交易。

2、财政部：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超过 10%红线的地区不得新上 PPP 项目



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规范发展、阳光运行的通知》。其

中提出，严守每一年度本级全部 PPP 项目从一般公共预算列支的财政支出责任不超过当年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的红线。合理分担跨地区、跨层级项目财政支出责任，严禁通过“借

用”未受益地区财政承受能力空间等方式，规避财政承受能力 10%红线约束。审慎合理预测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和增长率，严禁脱离项目实际通过“报小建大”等方式调整项目财政

支出责任，规避财政承受能力 10%红线约束。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超过 10%红线的地区，

不得新上 PPP 项目；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超过 5%的地区，不得新上政府付费 PPP 项目。

3、特定养老储蓄试点正式启动

中国工商银行 20 日开始在广州、青岛、合肥、西安、成都等 5 市发行首批特定养老储蓄产

品。此次推出的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包括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三种类型，涵盖 5

年、10 年、15 年、20 年四个期限。可通过营业网点柜台，持试点地区签发的身份证办理。

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利率高于普通定期存款，急用钱可以提前支取。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中国

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关于开展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工作的通知》，储户在单家试点银行特定

养老储蓄产品存款本金上限为 50 万元。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的特定养老储蓄产品也将陆续推出。

2.行业动态

1.经济日报：理性看待银行理财净值波动 有涨有跌是常态

财联社 11 月 19 日电，经济日报 19 日发文称，近期，多家银行理财公司发行的产品出现净

值回撤，个别新发行产品甚至跌破初始净值，引发关注。债券市场回调，是造成净值回撤的

主要原因。面对理财产品的净值波动，投资者应理性面对。应尊重行业发展规律。过去，银

行理财长期采用刚性兑付模式，这种模式隐藏着巨大风险。未来，净值化是理财产品发展方

向，有涨有跌是常态，投资者务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投资者要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有客

观的评价，不轻易购买超过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理财产品。坚持价值投资，不要因市场短期

波动而追涨杀跌。债券市场整体风险相对较小，比较适合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参与。投资

者不要过分担忧短期波动，以时间换空间，获得长期回报。

2、独家|国产新冠口服药将开始零售？知情人士：已通知药店即刻下架处理

《科创板日报》19 日讯，18 日晚，有媒体报道称，国产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片已在北京部

分药店正式线上开售。对此，真实生物相关人士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已经第一时间

就相关情况与相关药店作出沟通，将即刻做下架处理。据悉，阿兹夫定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COVID-19）的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而国内新冠感染患者仍旧按照乙类

疾病甲类管理集中收治，无症状及轻症感染者收治在方舱医院，普通型以上感染者则由定点

医院收治。（记者 徐红）

3、美联储柯林斯：12 月加息 75 个基点仍是可能的

财联社 11 月 18 日电，美联储柯林斯表示，存在这样的风险，随着进一步加息，可能会紧缩

过头了；12 月 75 个基点的加息仍是可能的；最近的经济数据提高了自己对终端利率区间的

预测。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良品铺子：高瓴系股东计划减持不超 5.56%股份

(2)复星医药：复必泰二价疫苗已获中国澳门特别许可进口及中国台湾地区专案输入核准 分

别用于当地接种



(3)天鹅股份：与山东省供销社旗下企业近年业务往来均为房屋租赁或房屋承租业务 股票复

牌

(4)康泰生物：公司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获得关键性数据

(5)圆通速递：10 月快递产品收入 39.95 亿元 同比增长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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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行 0.52% 新城和 0.15%

明微电子 3.63% 康泰生物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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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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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微电子 5.78% 华恒生物 1.59%

九联科技 0.46% 力芯微 2.35%

科美诊断 0.51% 晶丰明源 0.89%

康拓医疗 0.67% 合力科技 1.00%

良品铺子 1.70% 元成股份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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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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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钟股份 30.93% 云路股份 101.33%

声光电科 13.99% 泰和科技 1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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