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3023 201 1713

涨停板 跌停板

34支 43 支 -20.93% 5 支 11 支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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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 9.30%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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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12.67%） 创新高个股 173（3.51%）

破净个股 330（6.69%） 创新低个股 23（0.47%）

二、投资策略

综合来看，近两日行情仍是上周震荡行情的延续，但多头开始逐渐在市场占据上

风，市场格局有望从多空平衡转为强势。而从技术信号看，目前价格区间位置的

支撑力度很强，跌不下去就意味着反弹概率越来越大。目前大盘的阶段性震荡筑

底过程已逐渐接近尾声，短期内有望实现向上突破。机会方向上，当下数字经济

仍是最强的系列热点题材，其中具备热点事件驱动逻辑的人工智能和 ChaTGPT

概念题材，虽然短期回调，但趋势仍在，还是易涨难跌属性；而因为国际市场不

确定性因素增加，贵金属的避险行情仍有发酵空间。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3-03-22

32030.11

－1.63%

英国富时 100

2023-03-22

7566.84

＋0.41%

纳斯达克

2023-03-22

11669.96

－1.60%

德国 DAX30

2023-03-22

15216.19

＋0.14%

标普 500

2023-03-22

3936.97

－1.65%

法国 CAC40

2023-03-22

7131.12

＋0.26%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1.03%，报 1969.7/盎司

WTI 原油期货 －1.20%，70.05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4.12，报 22.26

外汇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3-03-22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86189 －0.21%

美元指数

2023-03-22

指数 变动值

102.54210 －0.65%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李强在湖南调研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21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湖南调研并主持召开先

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

务，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高端

制造，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2、国家能源局：推动新型储能在油气上游规模化应用



财联社 3月 22 日电，国家能源局印发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

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加快提升油气上游新能源存储消纳能力。推动新

型储能在油气上游规模化应用。发挥储能调峰调频、应急备用、容量支撑等多元

功能，促进储能在电源侧、油气勘探开发用户侧多场景应用，有序推动储能与新

能源协同发展。陆上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合理布局天然气调峰电站，提升系统调

节能力。海上打造以风电与天然气发电融合发展为主的综合能源模式，为海上平

台提供稳定可靠的绿色电力。

2、行业动态

1、云南将开展新能源生产安全专项整治 涉及多家锂电头部企业

财联社 3月 22 日电，近日，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向云南各州、市应急管理局，各

有关中央驻滇和省属企业印发了《云南省新能源行业领域产业链企业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记者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基础处了解到，此次整治

工作覆盖全省范围内的新能源企业，以光伏产业和锂电池材料生产制造等企业为

重点，包括三元铁锂和磷酸铁锂系等电池正极材料，锂电池负极材料以及锂电池

用隔膜材料生产企业或项目。 (澎湃新闻)

2、是否有大量资金迁移香港？香港金管局回应

财联社 3月 22 日电，最近瑞银并购瑞信交易中，瑞士当局决定将面值 160 亿瑞

士法郎（约 1350 亿港元）的瑞信额外一级资本（AT1）债券全部清零。对此，金

管局回应称，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经常处理不同商业活动所引申的资金流入

和流出，金管局会与金融业界和其他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推动香港金融市场持

续发展。 (证券时报)

3、监管将三地召集 20 多家寿险公司座谈 加强行业负债质量管理

财联社 3月 22 日电，银保监会近日将召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及 20 多家寿险公

司座谈，以引导人身保险业降低负债成本，加强行业负债质量管理。据了解，各

公司总精算师被要求参与座谈调研。座谈会将包括北京、南京、武汉三个场地。

北京参会公司包括中国人寿、新华人寿、阳光人寿、中邮人寿、中华人寿、中信

保诚人寿、光大永明人寿、信美相互人寿；南京参会的有太保寿险、工银安盛人

寿、国联人寿、招商信诺人寿、横琴人寿、和泰人寿、安联人寿、中韩人寿；武

汉参会的公司有合众人寿、国富人寿、国华人寿、华贵人寿、财信吉祥人寿、国

宝人寿、三峡人寿。 (证券时报)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首都在线：拟收购智慧云港 100%股权 开展数据中心建设

(2)腾讯控股：正在投资人工智能能力和云基础设施 以拥抱基础模型的趋势

(3)中国电信：今年天翼云目标收入达千亿元

(4)安集科技：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拟减持不超 2.5%公司股份



(5)晶澳科技：拟 128.42 亿元对公司一体化产能进行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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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普照明 1.98%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国药股份 10 派 7.82 元 昆药集团 10 派 1.6 元

力合微 10 派 2.5 元 晶澳科技 10 转 4 派 2.4 元

桃李面包 10 送 2 派 4 元 澳弘电子 10 派 3 元

新华百货 10 派 1 元 金徽酒 10 派 3 元

爱柯迪 10 派 2.3 元 中国电信 10 派 0.76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元琛科技 5.79% 国芯科技 0.53%

格灵深瞳 0.05% 申联生物 0.18%

柯力传感 0.03% 合盛硅业 0.43%

塞伍技术 1.04% 莎普爱思 0.07%

金龙羽 0.01% 中科金财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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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