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4031 115 792

涨停板 跌停板

43支 26 支 +65.38% 11 支 18 支 -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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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9% 38.46%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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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13.07%） 创新高个股 111（2.25%）

破净个股 335（6.79%） 创新低个股 14（0.28%）

二、投资策略

大盘处在调整趋势中，普涨过程中应提防获利筹码急于兑现。大级别的持续行情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酝酿。在此之前，应提防板块轮动产生的负面效应。A股整体

及相关主线板块估值不高，处于历史中等偏下水平，在受到海外短期冲击时影响

较小。因此，无需对海外风险过度担忧，目前 A股虽仍处波折震荡阶段，但主线

明晰且仍较强劲，应减少干扰，专注主线。市场短期效应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持续发酵，普涨过程中需调仓换股。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3-03-21

32560.60

＋0.98%

英国富时 100

2023-03-21

7536.22

＋1.79%

纳斯达克

2023-03-21

11860.11

＋1.58%

德国 DAX30

2023-03-21

15195.34

＋1.75%

标普 500

2023-03-21

4002.87

＋1.30%

法国 CAC40

2023-03-21

7112.91

＋1.42%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24%，报 1945.8/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29%，69.47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11.47，报 21.38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3-03-21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87652 ＋0.04%

美元指数

2023-03-21

指数 变动值

103.21550 －0.10%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

当地时间 3月 21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会见俄罗斯总

理米舒斯京。习近平指出，中俄是相互最大邻国，又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保持

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关系的历史逻辑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

成功召开了中共二十大，前不久全国“两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

中国党、国家和人民空前团结，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一届政府重



视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愿同俄方通过两国政府总理定期会晤等机制

化交往渠道，推动实现两国合作新目标，取得更多新成果。

2、国家能源局：截至 2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6 亿千瓦 同比增长 8.5%

财联社 3月 21 日电，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2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

量约 26.0 亿千瓦，同比增长 8.5%。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7 亿千瓦，同比增

长 11.0%；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4.1 亿千瓦，同比增长 30.8%。1-2 月份，全

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676 亿元，同比增长 43.6%。其中，核电 87

亿元，同比增长 44.8%；太阳能发电 283 亿元，同比增长 199.9%。电网工程完成

投资 319 亿元，同比增长 2.2%。

2、行业动态

1、业内人士：目前业内还在加快抛售碳酸锂下游客户不敢下大订单

财联社 3月 21 日电，碳酸锂价格近期的恐慌式下跌态势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业内还在加快抛售碳酸锂。碳酸锂价

格持续下滑让下游客户不敢下大订单，观望情绪严重，另一方面，海外市场也出

现了退单现象。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碳酸锂价格的下滑。(一财)

2、山西晋城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要求在产煤化工企业限产 30%

财联社 3月 21 日电，山西晋城生态环境局发布消息，决定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

12 时 00 分晋城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Ⅱ级），3月 18 日启动的不利气象

条件应对措施同步取消。根据公告，煤化工行业方面，在产煤化工企业限产 30%，

传统煤化工以气化炉冷备计，新型煤化工以气化总氧量计，山西兰花煤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正常生产。

3、独家|监管近期将组织八家寿险公司进行调研 重点关注利率、投资收益、负

债成本等

财联社 3月 21 日电，财联社记者获悉，为引导人身险业降低负债成本，加强行

业负债质量管理，银保监会人身险部近日将组织保险行业协会以及八家寿险公司

开展调研，调研重点内容包括，普通险预定利率分布、分红险预定利率和分红水

平、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和结算利率情况、历史投资收益水平、负债与资产期限

匹配、降低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对行业和公司的影响等。（财联社记者 王宏）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昆仑万维：近日已合计采购约 4400 万美金硬件设备支持在中国版类 ChatGPT

领域的探索

(2)瑞联新材：公司研发的光刻胶单体涉及 ArF 光刻胶、KrF 光刻胶

(3)宣亚国际：公司正与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搭建垂直场景客户的 ChatGPT 模型

(4)舍得酒业：2022 年实现净利同比增长 35% 拟 10 派 15 元

(5)药明康德：2022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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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天音控股 0.73%

江苏阳光 1.00% 瑞奇制造 0.02%

杭州银行 2.34% 长春高新 0.04%

龙芯中科 0.06% 四川路桥 0.72%

中国交建 0.01% *ST 新海 0.16%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达实智能 10 派 0.6 元 天山股份 10 派 2.7 元

泰坦股份 10 派 1.7 元 中复神鹰 10 派 1 元

东宝生物 10 派 0.26 元 中航电测 10 派 0.3 元

紫江企业 10 派 2.5 元 淳中科技 10 派 1 元

佛燃能源 10 派 4.5 元 水发燃气 10 派 0.3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华光新材 3.36% 寒武纪 0.32%

炬光科技 1.58% 福光股份 1.00%

上海港湾 2.89% 泉峰汽车 0.44%

中科软 0.17% 永冠新材 3.00%

展鹏科技 0.50% 松发股份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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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通股份 108.00% 和顺科技 89.35%

中纺标 21.04% 祥明智能 80.44%

鹿山新材 112.75% 开普云 127.01%

南新制药 40.00% 先乐健康 162.11%

格科微 36.73% 硅烷科技 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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