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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涨跌

市场主要指数涨跌幅

指数简称 收盘点位 涨跌幅

上证指数 3130.24 -0.52%

深证成指 11193.59 -2.28%

中小 100 7709.64 -1.78%

创业板指 2322.48 -3.92%

沪深 300 4001.30 -1.87%

恒生指数 20697.36 -0.10%

标普 500 4158.24 6.58%

数据来源：WIND，2022-5-23至 2022-5-27

本周（2022-5-23 至 2022-5-27）市场震荡。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0.52%，

收报 3130.24 点；深证成指下跌 2.28%，收报 11193.59 点；创业板指下跌 3.92%，

收报 2322.48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5-23 至 2022-5-27)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3 个行业上涨，18 个行业下跌。其中，

煤炭、石油石化和交通运输涨幅居前；家用电器、电力设备和综合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5-23 至 2022-5-27)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5-27)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95.80 73.25

本月合计 -40.47 393.16

本年合计 -220.75 1,271.37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5-27)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3,458.00 2.74% 3.68%

陆股通 21,606.30 2.53% 3.39%

QFII/RQFII 1,851.71 0.22% 0.29%

(数据来源：截至 2022-5-27)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5-27)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5-27)

一周市场观点

4月底以来，市场情绪逆转，在多重政策利好的推动下连续反弹，从时间和空间

的角度，连续反弹后需要整理确认，从技术角度，当前各大指数也接近了上方压

力位。本周，市场呈现震荡，以中证 500、中证 1000 位代表的中小市值股票相

对抗跌，以沪深 300、创业板指为代表的大盘股、机构和外资重仓股表现较弱。

消息方面：

1. 上周一，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决定实施六方面 33 项措施支持经济，努力推

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2. 上周三，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发展是解决我

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5月底前

都要出台实施细则”。此次会议意在统一思想、强化落实、紧盯执行，从减税退



税保市场主体、促进消费、放松地产等各方面有效支持经济，后续有望看到各类

政策措施加快推出、落地、见效；

3. 海外方面，从近期美联储官员的发言来看，6月继续加息 50BP 的概率较大，

加上美国 4月份经济数据基本符合预期，显示通胀或许正从高位逐步回落，市场

对于美联储激进加息、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担忧有所缓解，上周美股强劲反

弹；

4. 此外，周末证监会公告，内地与香港 ETF 纳入互联互通，市场人士表示：此

举进一步丰富了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和交易品种选择，沪深港三大交易所深

化业务联通整合对于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展望未来，“政策底”已现、“经济底”仍需观察等待，市场在超跌反弹后可能

会进入一段时间的拉锯，中期需要关注新的变量对市场的影响，长期来看，鉴于

市场估值、上市公司基本面均处于较低水平，此处不应再悲观，建议积极逢低布

局。

一周财经事件

1、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六方面 33项措施，稳住经济基本盘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决定实施六方面33项措施支持经济，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

常轨道。

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财政及相关政策。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

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将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等三项社保费政策延至年底，并扩围至其他

特困行业，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将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扩大至所有困难参

保企业。对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加大扩岗补助等支持。各地要加大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水电气费、房租等支持。今年专项债8月底前基本使用到位，



支持范围扩大到新型基础设施等。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合作业务新增1万亿

元以上。

二是金融政策。将今年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增加一倍。对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货车车贷、暂时遇困个人房贷消费贷，支持银行年内

延期还本付息；汽车央企发放的900亿元商用货车贷款，要银企联动延期半年还

本付息。将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1年缩短至6个月。推进平台企业合法合规境内外

上市。

三是稳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复工达产政策，完善对“白名单”企业服务。保障货

运通畅，取消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通行限制，一律取消不合理限高等规定和收费。

客货运司机等在异地核酸检测，同等享受免费政策。增加1500亿元民航应急贷款，

支持航空业发行2000亿元债券。有序增加国内国际客运航班，制定便利外企人员

往来措施。

四是促消费和有效投资。放宽汽车限购，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

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审批，新开工一批水利特别是大型引

水灌溉、交通、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引导银行提供规模性长期

贷款。启动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改造。支持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加大以

工代赈力度。

五是保能源安全。落实地方煤炭产量责任，调整煤矿核增产能政策，加快办理保

供煤矿手续。再开工一批水电煤电等能源项目。六是保障基本民生。做好失业保

障、低保和困难群众救助等工作。视情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2、扎实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5月 25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05/24/nw.D110000zgzqb_20220524_1-A01.htm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做好疫情防控需要财力物力保障，保就

业保民生防风险都需要发展作支撑。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

必须抢抓时间窗口，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

置，着力保市场主体以保就业保民生，保护中国经济韧性，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

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各部门在稳经济大盘这个大局面前都有责任，要有更强的紧迫感，确保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举措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成，为加大实施

力度，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6 方面 33 条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5月底前要出台

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应出尽出。要用“放管服”改革的办法优化政策实施流程，

密切跟踪实施情况，该完善的及时完善，确保政策受益主体不漏户、不漏人地清

晰了解和应享尽享。这些年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宏观政策仍有空间，要继续

做好政策储备。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3、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近日接受采访表示，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常态化核酸检测所需费用由各

地政府承担。因此，目前各地均由财政部门对常态化核酸检测提供了资金支持。

但对于参保患者看病就医时发生的核酸检测费用，可以按规定由医保基金支付。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4、证监会原则同意将ETF纳入互联互通标的

证监会27日消息，为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进两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05/26/nw.D110000zgzqb_20220526_2-A01.htm
http://www.jjckb.cn/2022-05/27/c_1310605238.htm


地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原则同意两地交易所将符合条件

的ETF纳入互联互通。同日，沪深交易所就ETF纳入互联互通标的相关规则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市场人士认为，ETF纳入互联互通标的是互联互通机制升级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将使互联互通现货生态链更加完整，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共创双赢。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5、上海重磅宣布：6月 1日起全面有序复工复市，50 条措施助力经济重振

5 月 29 日下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 199 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

展改革委主任华源，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市商务委主任顾军，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费予清出席，介绍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

行动方案》的有关内容。

吴清表示，目前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在前期调研和听取各

类市场主体诉求和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

将针对企业实际困难，从阶段性缓缴“五险一金”和税款、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

围；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复市不合理限制，6月 1日起取消企业复工复产白名单制；

提前启动 2022 年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着力稳

定外资企业预期和信心；对置换纯电动汽车的个人消费者给予一次性 10000 元补

贴；落实高校毕业生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各项支持政策。优化人才直接落

户、居转户、购房等条件。

吴清指出，虽然疫情给上海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但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基本盘

没有改变，上海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一

定能够渡过难关，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表示，6月 1日起，上海全市进入全面有序复工

复产复市、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将取消对企业复工复产审批审核。对于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05/28/nw.D110000zgzqb_20220528_2-A01.htm


“白名单”和“不是白名单”的企业一视同仁，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积极创造条件，企业员工能够正常上下班通勤。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风险提示：

本材料中包含的内容仅供参考，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们对其准确性及完

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构成任何对投资人投资建议或承诺。市场有风险，投资

需谨慎。读者不应单纯依靠本材料的信息而取代自身的独立判断，应自主作出投

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材料所刊载内容可能包含某些前瞻性陈述，前瞻

性陈述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https://mp.weixin.qq.com/s/X36615IJXGP0ntLOf5NQ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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