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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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1.99 1.57%

深证成指 11121.72 3.18%

创业板指 2434.22 6.35%

沪深 300 3842.47 0.99%

中小 100 7511.98 2.14%

恒生指数 16587.69 -6.50%

标普 500 3583.07 -1.55%

数据来源：WIND，2022-10-10 至 2022-10-14

上周市场走出“V”形反转。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1.57%，收报 3071.99

点；深证成指上涨 3.18%，收报 11121.72 点；创业板指上涨 6.35%，收报 2434.22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10-10 至 2022-10-14)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5 个行业上涨，6 个行业下跌。其中，

医药生物、电力设备、农林牧渔涨幅居前，食品饮料、煤炭和银行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10-10 至 2022-10-14)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14)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62.52 133.90

本月合计 -62.52 133.90

本年合计 459.60 2,268.82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14)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1,856.80 2.53% 3.36%

陆股通 21,855.91 2.53% 3.36%

QFII/RQFII 0.90 0.00% 0.00%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14)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14)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14)

一周市场观点

上周市场走出“V”形反转，以周三中午为分界线，一改此前持续阴跌的走势，

呈现全面上涨，且成交量同步回升，前期观望的部分资金迅速回补。

值得关注的方面：

1. 随着部分上市公司陆续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市场此前担忧的一些方面打消

了疑虑，新的共识正在凝聚，乐观情绪逐步回归。如医药龙头三季度收入利润大

超预期，带动医药板块周五大幅反弹，而此前市场对医药板块非常悲观、估值跌

至历史低位、机构配置仓位也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此外电池龙头、光伏龙头的业

绩预告同样亮眼，叠加美国停征进口太阳能组件“双反”关税的新闻，此前两个

月连续回调的新能源板块也出现显著反弹。



2. 上周四晚间美国公布 9月 CPI 再超预期，预计美联储将继续以较大力度加息

来对抗通胀，但美债收益率、汇率、美股对此反应都相对平淡，周五 A股大涨、

北上资金重新流入 80 亿元。

3. 近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连续刊登评论文章，指出“要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

策的信心和耐心”、“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国家

疾控局、国家卫健委的有关领导和专家也在新闻发布会上给予了诚恳明确的回答，

有助于统一思想、打消疑虑。

从微观的角度，基金经理和研究员通过持续地调研跟踪发现，相当多的企业仍然

积极进取、努力应对变化、没有躺平，与这些优秀的企业在一起，我们的投资就

有了稳固的立足点。

从宏观的角度，再次重申，从沪深 300 等大盘指标来看，当前市场处在估值的历

史底部区域，是非常好的中长期布局机会。无数次经验表明，往往情绪最悲观的

时刻，事后来看恰恰是最好的参与时机。

一周财经事件

1、新能源车强势崛起，中国汽车出口跃居全球第二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2年8月中国汽车出口量达30.8万辆，同比增长65%，这也是

历史上首次超过30万辆。从今年前八个月整体情况来看，我国汽车出口量已经超

越德国，仅次于日本汽车出口量。其中，新能源汽车1~8月出口量同比增长超九

成，贡献了重要的增量。部分国内车企最新公布的9月销售数据显示，新能源汽

车销量继续高歌猛进，热销海外市场。

而发达国家正成为我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中汽协整理海关数据显示，2022

年1~8月，我国汽车出口金额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墨西哥、日本、比利

时、英国、俄罗斯、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

据国际机动车制造商协会（OICA）数据，2002年世界汽车出口量为2210万辆，其

中德国、日本的汽车出口数量均超百万辆。而根据中汽协数据，2002年我国汽车

整车出口量仅有4.31万辆。如果扣除高尔夫球车等其他载人机动车，那么我国汽



车出口量就只剩下2.2万辆。

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国汽车出口产业实现了“弯道超车”。据英国权

威媒体Just-Auto数据，2021年中国汽车出口数量首次突破200万辆，总量达到

201.5万辆，仅次于日本(382万辆)和德国(230万辆)，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

出口国，且超出韩国（152万辆）逾30%。

到了2022年，我国汽车出口产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

1~8月我国汽车出口量191万辆，同比增长47.5%，这一数字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

出口量，超越了德国的汽车出口量，仅次于日本。

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增长引擎。据中汽协数据，2022年1~8月我

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34万辆，同比增长97.4%。

在第四届全球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供应链创新大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

济研究部部长王金照表示，2021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占全球的1/3，是全球

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出口国。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2、9 月金融数据超预期，信贷结构显著改善

央行昨日发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新增信贷、社融规模可观，9

月份新增信贷、社融规模超预期上升。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2.47万亿元，同比多

增8108亿元；9月社融增量为3.5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6245亿元。

9月末，广义货币(M_2)余额达262.66万亿元，同比增长12.1%，比上年同期高3.8

个百分点。

专家指出，9月金融数据超预期既有政策推动的外生因素，也有经济运行动能逐

步修复的内在原因。随着四季度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基建、制造业、房地

产等领域的信用扩张有望对四季度信贷和社融增速继续形成有力支撑。当前时间

窗口也要求继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货币政策可以考虑进一步引导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下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举措。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https://epaper.stcn.com/col/202210/11/node_A001.html
https://epaper.stcn.com/col/202210/12/node_A001.html


3、前 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20.4%

10月12日，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服务进出口总额3937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4%。其中，服务出口19082.4

亿元，增长23.1%；进口20293.2亿元，增长17.9%。8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

额5437.9亿元，同比增长17.6%。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前8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5.2个百分点，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29.5%至1210.8亿元。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我国服务进出

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服务出口增速显著高于进口，带动服贸逆差进一步收

窄，进出口结构更趋均衡。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总额比重保持在40%以上，高

质量发展迹象明显。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4、美国 9 月通胀超预期 核心 CPI 重回 40 年高位

北京时间 13 日晚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 CPI 同比上涨 8.2%，

高于市场预期的 8.1%，前值 8.3%。在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9 月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6.6%，重回 40 年高位，预期 6.5%，前值 6.3%。

这表明通胀依旧火热，或推动美联储下月再次大幅加息，甚至 12 月也有大幅加

息的可能。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原文链接）

5、量利齐增超预期，多家千亿市值龙头迎“丰收”

龙头公司接二连三“剧透”超预期业绩，成为A股三季报披露季的亮色。

龙头股作为行业“代言人”，是产业景气度的重要窗口。截至目前，发布最新业

绩预告的千亿市值公司多出自高景气赛道：新能源产业链龙头宁德时代、亿纬锂

能、恩捷股份，光伏巨头隆基绿能、通威股份、TCL中环，半导体龙头北方华创，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22-10/13/content_87634.htm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210/14/node_A01.html


消费电子龙头立讯精密，集装箱运输龙头中远海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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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per.stcn.com/col/202210/14/node_A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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