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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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8.37 -1.22%

深证成指 11006.41 -2.27%

创业板指 2303.91 -2.68%

沪深 300 3856.02 -1.95%

中小 100 7543.56 -2.22%

恒生指数 17933.27 -4.42%

标普 500 3693.23 -4.65%

数据来源：WIND，2022-9-19 至 2022-9-23

上周市场继续调整。截至上周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1.22%，收报 3088.37 点；深

证成指下跌 2.27%，收报 11006.41 点；创业板指下跌 2.68%，收报 2303.91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9-19 至 2022-9-23)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5 个行业上涨，26 个行业下跌。其中，

煤炭、有色金属、石油石化涨幅居前，美容护理、建筑材料和电子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9-19 至 2022-9-23)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23)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61.34 96.76

本月合计 -170.68 251.15

本年合计 463.74 2,074.69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23)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4,170.92 2.80% 3.73%

陆股通 21,732.13 2.52% 3.35%

QFII/RQFII 2,438.79 0.28% 0.38%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23)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23)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23)

一周市场观点

上周市场继续震荡下行，连续五个交易日两市成交量低于 7000 亿元，在前期破

位下跌后，叠加临近长假，市场情绪低迷，观望情绪浓厚。

值得关注的方面：

1、本周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且通过点阵图向市场发出强烈信号——预计加息

终点利率可能更高、持续更久；美元指数持续走强；美股连续三日大幅下挫。

2、俄乌局势持续升温：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举行入俄公投；俄罗斯进行部分动

员，并表示“在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

3、部分机构重仓的白马股出现轮番闪崩，市场对于消息传言表现得十分敏感；

上证 50 已经创年内新低，沪深 300 距离 4月底低点也只有不到 3%。



短期来看，市场情绪偏悲观，外部环境复杂，反转仍需时日；中长期来看，A股

企业盈利有望在年内见到环比改善，A股整体估值当前处于低位，例如沪深 300

风险溢价接近均值以上两个标准差，值得积极布局。

一周财经事件

1、资本市场内在支撑有望逐步增强

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近期波动

加剧，美元指数创逾20年新高，金融资产价格纷纷下跌，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一

定影响，国内股票、债券、外汇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

多位专家和机构人士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存在差异，国内宏观政策加

大调节力度，货币条件适度，流动性持续充裕。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

增量措施接续出力，经济运行恢复发展态势更趋明显。总体上，资本市场内在支

撑力度有望逐步增强，有助于国内金融市场抵御外部风险因素扰动，我国股债汇

市总体有望保持相对独立和平稳的运行态势。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2、三项指标走强，基建投资持续发力

随着“金九银十”传统旺季到来，各地基础设施建设按下“加速键”，一批重大

项目加速形成实物工作量。

商用车产销好转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8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3.8万辆和25.8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3.1%和4.0%。这是商用车产销自去年4月以来首次实现同比双增长。

“随着一批条件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步形成实物量，商用车产销形势逐步

好转。”中汽协分析称。

水泥出库量上升

建筑行业信息资讯平台百年建筑网发布的全国250家水泥生产企业数据显示，9

月6日至9月12日，水泥企业出库量814.1万吨，环比上升2.15%，整体需求止降回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09/19/nw.D110000zgzqb_20220919_1-A01.htm


升。

百年建筑网分析称，“金九银十”传统旺季来临，水泥需求陆续释放，加之专项

债资金进一步使用到位，促使地方项目加快开工。预计下期全国水泥出库量将进

一步增加。

沥青装置开工率提升

数据显示，9月第一周，沥青装置开工率周度指标升至39.7%，超过8月最高点，

环比提高1.6个百分点。

开源证券报告认为，从高频数据看，沥青装置开工率自9月以来有较大幅度提升，

说明基建投资正在发力。“9月，沥青装置开工率进一步提升，预示高温缓解后，

施工条件恢复，基建需求回暖。”中信证券报告称。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是基建投资发力稳增长的重要窗口期。伴随各地基建项目加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以及一系列稳增长稳投资政策加码，基建投资增速将延续加快

势头。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3、沪深两市 3只 ETF 期权产品平稳上市

9月19日，上交所中证500ETF期权和深交所创业板ETF期权、中证500ETF期权平稳

上市交易。上市首日市场运行平稳顺畅，投资交易理性有序。沪市方面，中证

500ETF期权上市交易合约总数72个，全天总成交量26.78万张，权利金成交额2.29

亿元，成交面值155.3亿元，总持仓量11.01万张；深市方面，106家期权经营机

构和20家期权做市商参与创业板ETF期权和中证500ETF期权交易，2只期权品种分

别成交24.62万张和9.97万张，总持仓分别为10.33万张和4.88万张。

推出创业板ETF期权和中证500ETF期权，是中国证监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创业板ETF期权和中证500ETF期权

的上市，有利于满足投资者多元化风险管理需求，增加资金对ETF产品的配置，

更好地服务中长期资金入市。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09/21/nw.D110000zgzqb_20220921_1-A01.htm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9/t20220920_4868239.html


4、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外溢效应冲击世界经济

当地时间 9月 21 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75 个基点到 3%至 3.25%之间。这是美联储今年连

续第三次加息 75 个基点。

与此同时，英国、挪威、瑞士、瑞典等国也在本周宣布大幅加息，全球掀起新一

轮加息风暴。

分析认为，美联储激进的货币政策不仅加剧本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其溢出效

应也引发全球经济深层次问题，导致美元大幅升值、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使本

已非常困难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5、每天“杀”一只白马股！有这三大共同点，机构：不宜过度悲观

近期A股市场多只白马股闪崩，从逆变器龙头阳光电源、CRO龙头药明康德和凯莱

英、券商白马东方财富，再到“医美茅”爱美客、“医疗茅”迈瑞医疗、“LED

茅”三安光电、“中药茅”片仔癀，从海外传闻利空暴跌到毫无预兆闪崩，A股

“大白马”成惊弓之鸟。

这些大跌的白马股有何共同特点、是谁在抛售？经过一番分析不难发现，这些股

票大多前期涨幅较大、估值较高且基金持仓比例不低，在市场整体热情不高的背

景下承压。

投资者关心的是，下周还会不会有下一只白马股“被杀”？券商分析师纷纷表示，

不宜过度悲观。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6、又一特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

在济南、昆明、大连之后，又有一个特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日前，郑州发布新

http://www.jjckb.cn/2022-09/23/c_1310665051.htm
https://news.stcn.com/sd/202209/t20220925_4878901.html


政，拟进一步放宽中心城区落户条件：凡在中心城区具有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

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不受社保缴费年限和居住年限的限制，可在郑州申请落

户。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郑州市常住人口比2010年增加397万

人，增长46.07%，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260万人，在河南省内从2010年的第三位跃

升到第一位，成为河南省唯一一个常住总人口超过1000万的市。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线城市内的部分区域也开始实施差别化入户政策。

例如，今年6月广州将在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

制度。其中，包括进一步优化入户条件，降低城镇落户门槛，建构分类弹性落户

机制，坚持存量优先原则，逐步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此外，上海优化了早在2019年执行的临港新片区人才住房政策，将原来的购房资

格确认函改为人才住房政策认定函，有效期延长了一倍，同时将区域工作时间由

“一年以上”缩短至3个月或6个月，这也意味着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才具有了购房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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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stcn.com/sd/202209/t20220924_4878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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