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2001 213 2724

涨停板 跌停板

27支 34 支 -20.59% 6 支 5 支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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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 17.65% 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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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12.74%） 创新高个股 143（2.90%）

破净个股 330（6.69%） 创新低个股 30（0.61%）

二、投资策略

昨日指数表现强势，三大指数携手上行，但个股活跃度并未大幅提升，说明当前

指数与个股仍有所分化，而且存量资金博弈下结构性效应凸显，尤其是科技吸金

下其余方向相对低迷，因此策略上建议继续做好方向把握，主要还是围绕有政策

扶持和巨头加码的科技做观察，如人工智能、ChatGPT、算力、半导体等细分支，

只不过快速上攻后短期或有震荡需求，节奏上还要做好把控，切忌情绪化追涨。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3-03-23

32105.25

＋0.23%

英国富时 100

2023-03-23

7499.60

－0.89%

纳斯达克

2023-03-23

11787.40

＋1.01%

德国 DAX30

2023-03-23

15210.39

－0.04%

标普 500

2023-03-23

3948.72

＋0.30%

法国 CAC40

2023-03-23

7139.25

＋0.11%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07%，报 1994.6/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66%，69.50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1.57，报 22.61

外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3-03-23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82985 －0.47%

美元指数

2023-03-23

指数 变动值

102.59150 ＋0.05%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中办国办印发意见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财联社 3月 23 日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目标到 2025 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资

源配置和服务均衡性逐步提高，重大疾病防控、救治和应急处置能力明显增强，

中西医发展更加协调，有序就医和诊疗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到 2035 年，形

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连续协

同、运行高效、富有韧性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

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明显增强，促进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2、英国央行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 为连续第 11次加息



财联社 3月 23 日电，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至 4.25%，符合市

场预期，利率水平达 2008 年 10 月以来最高。这是 2021 年 12 月以来英国央行连

续第 11 次加息，累计加息 415 个基点。

3、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推动农村能源技术革命 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探索农村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模式

财联社 3月 23 日电，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决定联合组织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推进分布式能源技术创新应用。加

强适用于农村应用场景的风力发电、高效率光伏发电、新能源并网和运行控制、

清洁高效生物质能供热供气等技术研发应用。降低地热能钻井成本，提高换热效

率，提升运行稳定性。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探索智能化、共享化农村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模式。

2、行业动态

1、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物来瑞特韦片上市

财联社 3月 23 日电，近日，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按照药

品特别审批程序，附条件批准广东众生睿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 1类创新药

来瑞特韦片（商品名称：乐睿灵）上市。来瑞特韦片为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感染

治疗药物，用于治疗轻中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的成年患者。患者应

在医师指导下严格按说明书用药。国家药监局要求上市许可持有人继续开展相关

研究工作，限期完成附条件的要求，及时提交后续研究结果。

2、上海：对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等个人消费给予支付额 10%、最高 1000

元的一次性补贴

财联社 3月 23 日电，上海市政府新闻办 3月 23 日下午举行新闻通气会，上海市

商务委主任朱民，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介绍《关于我市进一步促进和扩大

消费的若干措施》及全年促消费活动安排。其中，围绕提升汽车消费，下一步上

海将落实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续实施新能源车置换补贴，推进老

旧汽车报废更新和进一步推广使用新能源车。围绕提升绿色消费，下一步上海将

进一步扩大绿色低碳消费产品有效供给，支持大型商场创建国家绿色商场，培育

一批商贸流通绿色主体。打造一批绿色餐厅。继续实施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

对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等个人消费给予支付额 10%、最高 1000 元的一次性

补贴。

3、深市主板注册制首只新股定价出炉：登康口腔发行市盈率 18.18 倍 低于同

行业上市公司

财联社 3月 23 日电，今日晚间，深市主板注册制第一股登康口腔发布公告称，

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中信建投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20.68 元，低于报价平均水平，对应发行市盈率为 18.18 倍，低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对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8.9 亿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资净额约为 8.3 亿元，高于此前预计募资额。根据公告，本次网下发

行提交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数量为 382 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 7605 个。(记者

林坚)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软通动力：公司与微软合作接入 GPT-4 打造 iPSA Copilot 并已发布内测版

本

(2)中京电子：公司已积极开展 6G 相关技术开发与储备

(3)中兴通讯：多项 6G 潜在候选技术已完成 IMT-2030（6G）推进组组织的原型

验证测试

(4)沪电股份：2022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28.03% 拟 10 派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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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豪科技 0.14% 南玻 A 0.01%

德邦股份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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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百货 10 派 1.00 元 晶澳科技 10 转 4 派 2.4 元

昆药集团 10 派 1.6 元 多氟多 10 转 4 派 6 元

力合微 10 派 2.5 元 爱柯迪 10 派 2.3 元

澳弘电子 10 派 3 元 桃李面包 10 送 2 派 4 元

中国电信 10 派 0.6 元 家联科技 10 转 6 派 3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嘉和美康 1.49% 安博通 0.85%

博瑞医药 0.73% 浩特生物 1.36%

瀚川智能 1.00% 乐鑫科技 0.50%

移远通信 0.98% 昭衍新药 0.61%

振华股份 0.35% 佳都科技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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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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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环保 13.17% 富士莱 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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