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周报

Weekly Report of Market

目 录
市场涨跌........................................................................................................................2

行业及板块涨跌.....................................................................................................2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3

市场资金........................................................................................................................3

港股通资金情况.....................................................................................................3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4

外资情况.................................................................................................................4

市场估值水平................................................................................................................4

成交情况........................................................................................................................5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5

一周市场观点................................................................................................................5

一周财经事件................................................................................................................6

1、促消费政策激发活力，汽车产业画出复苏曲线.......................................... 6

2、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通话...........................................................................6

3、生猪惜售扰动市场供给，“二师兄”恐难上“猪峰”.............................. 7

4、衰退逻辑引发大宗暴跌，能源价格走势观点分化...................................... 8

5、过去这周，或是改变世界的一周...................................................................8

2022 年第 26 期

7 月 4 日-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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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6.08 -0.93%

深证成指 12857.13 -0.03%

创业板指 2817.64 1.28%

沪深 300 4428.78 -0.85%

中小 100 8889.51 0.60%

恒生指数 21725.78 -0.61%

标普 500 3899.38 1.94%

数据来源：WIND，2022-7-4 至 2022-7-8

上周（2022-7-4至 2022-7-8）市场出现分化。截至上周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93%，

收报 3356.08 点；深证成指下跌 0.03%，收报 12857.13 点；创业板指上涨 1.28%，

收报 2817.64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7-4 至 2022-7-8)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1 个行业上涨，20 个行业下跌。其中，

农林牧渔、公用事业和电力设备涨幅居前，建筑材料、房地产和煤炭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7-4 至 2022-7-8)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7-8)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35.60 -32.37

本月合计 35.60 -32.37

本年合计 753.59 1,701.06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7-8)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5,171.34 2.70% 3.58%

陆股通 25,163.29 2.70% 3.58%

QFII/RQFII 8.05 0.00% 0.00%

(数据来源：截至 2022-7-8)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7-8)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7-8)

一周市场观点

上周，市场呈现震荡整理状态，各大指数在周线五连阳之后收出阴线，成交量持

续位于万亿以上，北上资金小幅净流入。

板块方面，除了新能源、军工等成长风格延续了此前的强势表现外；受猪肉价格

上涨影响，农林牧渔涨幅居前；医药冲高回落；地产、基建、银行等则出现明显

调整，消费亦表现不佳。总体来说，板块间的分化和轮动有所加剧。

消息方面：

1. 总理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指出相关省市

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预计稳增长政策将继续加快落地，有利于

经济加速转向复苏；

2. 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持续下跌，全球商品市场正在交易经济衰退影响需

求的预期，而中国当下所处的经济周期领先于欧美、处于向复苏转变的过程中；



3. 上海、深圳、西安等部分省市的疫情出现反复；

4. 国际局势方面，周二 OPEC 秘书长突然逝世，周五日本前首相安倍遭枪击，地

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有所提高。

总的来说，当前市场所面临的环境处在黄金组合阶段：经济基本面开始改善、流

动性维持宽松、风险偏好开始修复、市场估值仍处在低位。未来一段时间，即使

有短期干扰因素，可能也不会全面改变市场方向，预计市场大概率维持震荡上行

态势。

一周财经事件

1、促消费政策激发活力，汽车产业画出复苏曲线

近期，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为汽车产业近期发展定调，

财政部、税务总局迅速跟进出台燃油车购置税减免措施。同时，各地方也纷纷出

台相关配套政策，通过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手段，激发汽车消费市场活力，进

而推动国内经济生产复苏。

在政策刺激下，汽车消费市场强势复苏。据乘联会数据显示，6月1日～26日全国

乘用车市场零售142.2万辆，同比增长27%，较上月同期增速提升42个百分点，环

比增长37%。

汽车相关产业在证券市场的表现，也反映出产业正在逐步回暖。6月1日～30日，

汽车整车累计上涨近17%，汽车零部件涨超15%，汽车服务涨幅也接近10%。新能

源汽车相关板块中，新能源车、锂电池均涨超16%。

受访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汽车单价较高，上下游产业链丰富，据估算汽车行

业产值占到全国GDP的15%。以促进汽车消费作为抓手，将对提振国内经济市场复

苏起到很好作用。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2、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通话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7/t20220704_4714988.html


7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

人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

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议题务实、坦诚交换了意见，交

流富有建设性。双方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强中美宏观政策沟通

协调意义重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

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对话沟通。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3、生猪惜售扰动市场供给，“二师兄”恐难上“猪峰”

6月中旬以来，猪价几乎每日一涨，7月 6 日外三元生猪价格较 3月低点近乎翻

番，低迷了快一年的生猪养殖行业似乎迎来上行转折。上一轮猪周期当中，“二

师兄”在非洲猪瘟加持下攀上“猪峰”，消费者至今仍记忆犹新，此次猪价上涨，

会不会再次卷土重来？

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解释了农产品的供求问题，即本期市价由本期需求决

定，本期供给由上期市价决定。生猪作为一种典型的农产品，供求变化和价格走

势符合“蛛网理论”解释，这也是产生猪周期的理论依据。

国人饮食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需求量基本恒定，所以分析猪价走势主要看

供给变化情况。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生猪产能去化效果明显，但并未见底。据中国种猪信息网，

截至 5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达 4192 万头，较 2021 年 6 月峰值水平的 4564

万头下降 8.15%，较 4月数据则微增 0.4%。供给尚且充足，消费还不旺盛，应该

说，生猪价格并不具备长期持续上涨基础。

既然价格上涨缺乏基本面支持，那么近期的反常情况就需要充分重视，并根据情

况出手干预。国家发改委本周密集砍出“三板斧”，保障生猪市场平稳运行——

组织行业协会、部分养殖企业及屠宰企业召开会议，提醒企业不得囤积居奇、哄

抬价格、串通涨价；研究投放猪肉储备，防范猪价上涨过快；联合大连商品交易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7/t20220706_4721360.html


所，加强现货期货市场监管，及时排查异常交易。这些措施是用“有形之手”保

障市场的正常秩序，让“无形之手”更好地发挥作用。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4、衰退逻辑引发大宗暴跌，能源价格走势观点分化

世界多国经济下行压力下，市场逻辑开始从对供应紧缺的担忧，转向对需求不及

预期的预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近月来持续表现疲软。

北京时间7月5日夜间，以国际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全线暴跌。在欧美股市、

期市下行拉动下，7月6日A股市场也全面承压，国内大宗商品多数飘绿。

经历早前价格持续异常上行，当前多数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较高水平，市场对于

商品后期走势预测也呈现分化。尽管当前触顶回落迹象明显，但仍有分析人士认

为，供应缺口将助推原油等商品价格维持高位运行。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5、过去这周，或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1、在日本，7月8日，奈良街头的两声枪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不幸身亡。毫

无疑问，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以这样的悲剧性方式落幕，给世界极大的

震撼。这也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不可避免，会给日本政局乃至

整个东北亚局势带来深远影响。

2、在英国，7月7日，政府高官的辞职大逃亡，最终让约翰逊无奈宣布辞职。过

程很戏剧性，“猥亵门”事件发生后，以前总是给约翰逊圆谎的部长们，上演了

辞职大逃亡。短短两天内，辞职的部长、高官，足足有好几打。政府无法运转，

权威轰然倒塌，众叛亲离的约翰逊，只能选择鞠躬下台。

3、在美国，7月8日，面对最高法院越来越保守的倾向，拜登开始“宣战”。以

当下美国最具争议性的堕胎令为例，拜登指责最高法“做事草率”、“不实事求

是”，“我们如今目睹的并不是一场宪法判决，而是一次纯粹的政治权力展示……

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已经失控的最高法，同共和党内的极端力量一道，夺走我们的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7/t20220707_4723767.html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7/t20220707_4723765.html


自由以及个人自主权。”用词之重，以至于一些美国记者解读：这几乎是向最高

法宣战了。

4、在印尼，7月9日，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7月5日，刘鹤与美财政部

长耶伦视频通话。中美高级官员频频会晤，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迹象，被高通胀压

得喘不过气来的拜登政府，将不得不削减部分中国产品的关税,。一场特朗普挑

起的关税大战，完全损人不利己，美国人已经尝到了足够的苦果。当然，美国政

客也不会轻易认输……

5、在比利时，7月5日，北约30个成员国，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北

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这意味着原本中立的这两个

北欧国家，正式被纳入北约版图。随后几天，德国等国批准了这一议定书。俄乌

冲突还在继续、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欧洲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剧烈变动，北约越来

越逼近俄罗斯家门口。

6、在西班牙，7月8日，一位叱咤风云的非洲重量级政治家、安哥拉前总统多斯

桑托斯在西班牙去世。这位曾经的游击战士，从1979年至2017年一直担任安哥拉

总统。在一份声明中，安哥拉政府表示：“以最崇高的敬意和体贴，向一位具有

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家致敬，他多年来在非常困难的时刻以智慧和人文主义统治

着安哥拉民族的命运。”一代强人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

7、在斯里兰卡，7月9日，震人心魄的一幕在首都科伦坡发生，大批示威者呐喊

着最终冲入了总统官邸，人们在官邸里寻找食物，并跳到游泳池里玩耍。此前，

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国家已经破产”。这个拥有2200万人口的南亚国家，正经历

着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最新的消息，总统拉贾帕克萨、总理维克拉马辛哈

都已经同意辞职，但国家向何处去，谁都不知道。

（来源：上海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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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E1RyXeQ5pxT3GdS6RGrP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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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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