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早知道

一、行情复盘

涨跌表现

上涨 平盘 下跌

1937 118 2884

涨停板 跌停板

45支 29 支 ＋55.17% 11 支 6 支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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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1% 31.03% 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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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12.76%） 创新高个股 177（3.58%）

破净个股 339（6.86%） 创新低个股 43（0.87%）

二、投资策略

一方面，指数迎来分化。尤其是创业板以及深成指的上行和沪指的重心走低，形

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此前高位股整体走低或展开整理，而低位的科技类品种

迎来集体反弹。这种特点背后，既是指数估值修复尾声之际，部分拉高板块兑现

的需求，同时也是财报季即将来临下，业绩兑现的可能。指数这里迎来阶段分化

在此前预期之内，要谨防资金阶段的兑现。而这也或在一定程度对市场的估值带

来一定的修复，或将抑制指数向好的空间。而与此同时，一旦此前上涨的蓝筹等

板块阶段调整，仍需防止市场整体重心走低的可能。

三、全球股指



权益市场

道琼斯

2023-03-27

32432.08

＋0.60%

英国富时 100

2023-03-27

7471.77

＋0.90%

纳斯达克

2023-03-27

11768.84

－0.47%

德国 DAX30

2023-03-27

15127.68

＋1.14%

标普 500

2023-03-27

3977.53

＋0.16%

法国 CAC40

2023-03-27

7078.27

＋0.90%

商品

COMEX 黄金期货 ＋0.24%，报 1958.3/盎司

WTI 原油期货 ＋0.05%，72.85 元/桶

VIX 恐慌指数 －5.24，报 20.60

外

离岸人民币汇率

2023-03-27

中间价汇率 变动值

6.88295 +0.19%

美元指数

2023-03-27

指数 变动值

102.85940 ＋0.53%

四、隔夜市场动态

1.宏观政策

1、科技部：加快推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建设 支持高

性能计算中心与智算中心异构融合发展

财联社 3月 27 日电，科技部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项部署工作。

科技部将推进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人工智能模型和算法创新，发展一批针对典型

科研领域的“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用平台，加快推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高性能计算中心与智算中心异构融合发展，



鼓励绿色能源和低碳化，推进软硬件计算技术升级，鼓励各类科研主体按照分类

分级原则开放科学数据。

2、财政部、税务总局：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

税优惠政策

财联社 3月 27 日电，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

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包括自用和出租）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

施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 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3、两部门：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 按 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财联社 3月 27 日电，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到，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

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个体工商

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减半征收个

人所得税。

2、行业动态

1、文旅部：加强旅游消费类金融产品创新 为旅游者提供先游后付等消费金融

服务

财联社 3月 27 日电，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推动在线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其中提出，推进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在线旅游平台经营者合作，综合考虑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字管控能力以及平台内小微经营者的经营和信用等情况,为平

台内小微经营者提供综合授信、业务贷款、装备赊销、信用贷款、融资租赁和保

理等产业链金融服务；加强旅游消费类金融产品创新，为旅游者提供便利的产品

分期贷款、小额消费信贷、先游后付等消费金融服务，加大旅游消费金融产品的

宣传和合规教育，激发在线旅游平台的金融支撑能力和消费拉动能力。

2、马云谈 ChatGPT：要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财联社 3月 27 日电，据“云谷教育”微信公众号 27 日下午消息，马云来云谷学

校，和校园长讨论了未来教育。马云表示，ChatGPT 这一类技术已经对教育带来

挑战，但是 ChatGPT 这一类技术只是 AI 时代的开始。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解决

问题，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虽然人的体力、脑力比不过机器，但机器只有

“芯“，而人有“心”。他说，工业时代是知识驱动，知识的竞争；数字时代，

是智慧驱动，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竞争，是领导力、担当力、责任的竞争，是独

立思考的竞争。

3、一汽奥迪补贴经销商清库存 主销车型降价近 10 万元



财联社 3月 27 日电，一汽奥迪在今年 3月份对经销商推出了长库龄车辆销售支

持政策。一汽奥迪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3月上旬发给经销商的一份通知显示，为加

快长库龄车销售，现推出长库龄车辆销售支持政策，针对国产燃油车全系车型（不

区分新老车及年型），对 2022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实现 STD（批售），2023 年 2

月 28 日在 ASSO 系统中经销商真实库存中的上述车辆，单车支持 2%的补贴，考

核条件为 2023 年 3 月 1 日～2023 年 3 月 31 日之间开具有效发票。一家奥迪 4S

店表示，目前奥迪多款产品优惠力度较大。其中，奥迪 A6L 中配两驱版优惠 9

万元左右，奥迪 Q5L 的优惠力度接近 10 万元。 (第一财经)

五、隔夜市场公告速递（已更新）

(1)石基信息：AIGC 相关技术在公司业务中的实质性落地仍在内部探讨中 并未

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2)广汽集团：广汽埃安 AH8 项目由与华为联合开发变更为自主开发

(3)成都先导：计算科学与人工智能直接贡献的销售额及利润较小】

(4)【复星医药：2022 年净利同比下降 21.1% 拟 10 派 4.2 元

(5)荣盛石化：溢价近九成引入战投沙特阿美 签订原油采购等一揽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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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银行 0.05% 大豪科技 0.14%

中国平安 0.53% 瑞奇制造 0.02%

杭州银行 2.34% 长春高新 0.04%

双枪科技 0.01% 欧普照明 1.98%

上海洗霸 0.37% 九强生物 1.38%



分红转送

名称 业绩类型 名称 业绩类型

中国太保 10 派 10.2 元 宁沪高速 10 派 4.6 元

中国石化 10 派 1.95 元 海峡股份 10 派 0.45 元

新华制药 10 派 2 元 康冠科技 10 转 3 派 8.68 元

建发和诚 10 转 3 派 0.6 元 天能股份 10 派 6 元

茂业商业 10 派 1.5 元 重庆港 10 派 0.4 元

避雷区

重要股东减持股

名称 变动比例 名称 变动比例

国光电气 1.78% 国盾量子 0.61%

结特生物 0.72% 宏柏新材 3.28%

南卫股份 0.01% 中公高科 1.00%

海峡环保 0.34% 元利科技 0.01%

大智慧 0.31% 乐凯胶片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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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恩康 137.07% 汇绿生态 26.36%

腾远钴业 178.94% 万凯新材 150.72%

仁度生物 246.52% 金新农 21.48%

上海莱士 35.52% 中国船舶 83.05%

荣昌生物 264.59% 测绘股份 1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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