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2442 140 2286

涨停板 跌停板

65支 54 支 +20.37% 14 支 6 支 +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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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1% 33.33% 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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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13.97%） 创新高个股 70（1.44%）

破净个股 395（8.12%） 创新低个股 14（0.29%）

二、投资策略

昨日市场保持缩量震荡状态，不过午后走高说明短期资金参与情绪仍旧有所保持，接下来要

关注能否继续活跃。另外，从盘面看轮动格局依旧凸显，尤其是前期表现低迷的赛道方向集

体走高，接下来需观察其持续性如何。操作上建议继续多一份观察，切忌情绪化追涨，更多

还是关注政策或事件驱动下的板块低吸时机。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2-11-21

33700.28

-0.13%

英国富时 100

2022-11-21

7376.85

-0.12%

纳斯达克

2022-11-21

11024.51

-1.09%

德国 DAX30

2022-11-21

14379.93

-0.36%

标普 500

2022-11-21

3949.94

-0.39%

法国 CAC40

2022-11-21

6634.45

-0.15%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85%，报 1739.5/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17%，80.25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3.29，报 22.36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2-11-21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7.17934 +0.80%

美元指数

2022-11-21

指数 变动值

107.81060 +0.77%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易纲：最近我们扩大了支持民企发债的“第二支箭” 为民企发债提供风险分担

财联社 11 月 21 日电，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 2022 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讲话表示，房地产业

关联很多上下游行业，其良性循环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

些调整，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降低了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和首付比例，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针对前期一些房企风险暴露导致逾期交房，

我们出台了 2000 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已售住房的建设交付，并研究设立了鼓励

商业银行支持“保交楼”结构性政策工具。最近我们扩大了支持民企发债的“第二支箭”，

为民企发债提供风险分担，民营房地产企业也在支持范围以内。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现代中央银行

制度，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2、郭树清：最近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净值波动 总体风险完全可控



财联社 11 月 21 日电，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 2022 年金融街论坛上表

示，最近由于市场看好经济恢复前景，债券收益率有所上升，引发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净值波

动，这是市场自身调整表现，总体风险完全可控。另一方面，我们也持续关注到，现在个人

投资者可选择的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多样，同时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复杂，需要很好地把握

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宣扬“保本高收益”“低

风险高收益”肯定都是金融诈骗。我们要持之以恒、不厌其烦地开展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

时刻警惕高息诱惑，避免上当受骗，以理性投资收获合理回报，增加更多安全稳定的财产性

收入。

3、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要密切关注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困难挑战 继续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

债券融资需求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 2022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主题演讲时表示，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这个

着力点。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大局，更好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

略部署，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制定实施新一轮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

年行动方案。当前，要密切关注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困难挑战，支持实施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

债表计划，继续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债券融资需求，支持涉房企业开展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

支持有一定比例涉房业务的企业开展股权融资。

2.行业动态

1.特定养老储蓄首批试点规模 40 亿元 每个试点城市或仅 2亿元

财联社 11 月 21 日电，记者从某试点大行分支机构处了解到，首批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发行规

模约为 40 亿元，每家试点银行发行规模 10 亿元，对应每个试点城市 2亿元。 (一财)

2、央行等八部门：鼓励更多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优质企业在国内上市

财联社 11 月 21 日电，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印发《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

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其中提到，畅通科创企业上市融资渠道。加强上市后

备科创企业资源库建设，对优质科创企业进行孵化培育和分类支持。鼓励科创企业进行股份

制改造，完善公司治理。鼓励科创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及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鼓励更多

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优质企业在国内上市。支持试验区内科创企业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科创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引导更多优质中介机

构为科创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3三部门：提高大飞机、航发及燃气轮机等重大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 加快能

源电子产业发展

财联社 11 月 21 日电，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工业经济

的通知》，巩固装备制造业良好势头。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大飞机、航空发动机

及燃气轮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高端数控机床等重大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

实施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做优做强信息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

电力装备、船舶等优势产业，促进数控机床、通用航空及新能源飞行器、海洋工程装备、高

端医疗器械、邮轮游艇装备等产业创新发展。发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作用，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新型产业生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组织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一体化推动生产推广应用。加快能源电子产业发展，

推动智能光伏创新发展和行业应用，完善光伏、锂电等综合标准化技术体系。优化实施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试点政策，深入开展政府采购支持首台（套）

试点，推动首台（套）、首批次等创新产品研发创新和推广应用。

4、三部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财联社 11 月 21 日电，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工业经济

的通知》。其中提出，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推进国家级集群向世界级集群培育提升。启动创建国家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区域增长极。加强新

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工业软件、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大力发

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深

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加快推进装备数字化，遴选发布新一批

服务型制造示范，加快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转型。深入开展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实施 5G行业应用“十百千”工程，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加快 5G 全连接工

厂建设，推动各地高质量建设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和“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落

实 5G 扬帆应用行动计划，深入推进 5G 规模化应用。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隆基绿能：拟 25 亿元投建年产 10GW单晶组件项目

(2)万科 A：拟新增不超 500 亿元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授权

(3)美联新材：拟 100 亿元投建年产 230 万吨新能源及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4)贵州茅台：今年公司茅台酒含税销售收入已突破千亿元

(5)华润三九：目前感冒药订单情况不错 核心品种未来还将保持小幅提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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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银行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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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知日新 1.86% 金盘科技 1.71%

澳华内镜 0.63% 沪硅产业 0.47%

国力股份 0.12% 华锐精密 1.62%

中曼石油 0.52% 三只松鼠 0.04%

银邦股份 2.30% 浙富控股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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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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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塑股份 380.50% 浙商银行 138.42%

三羊马 48.13% 炬芯科技 2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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