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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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93 -4.05%

深证成指 10401.84 -4.74%

创业板指 2250.51 -6.04%

沪深 300 3541.33 -5.39%

中小 100 7064.49 -4.11%

恒生指数 14863.06 -8.32%

标普 500 3901.06 3.95%

数据来源：WIND，2022-10-24 至 2022-10-28

上周市场整体回落。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4.05%，收报 2915.93 点；深

证成指下跌 4.74%，收报 10401.84 点；创业板指下跌 6.04%，收报 2250.51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10-24 至 2022-10-28)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 个行业上涨，29 个行业下跌。其中，

计算机和国防军工上涨，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和房地产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10-24 至 2022-10-28)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28)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127.06 258.55

本月合计 -482.88 627.65

本年合计 39.24 2,762.57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28)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1,739.63 2.63% 3.53%

陆股通 19,750.54 2.39% 3.20%

QFII/RQFII 1,989.09 0.24% 0.32%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28)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28)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0-28)

一周市场观点

上周市场整体回落，上证指数接近四月底的年内低点，上证 50、沪深 300 作为

权重股白马股的代表，周五收盘均创年内新低，中证 500、中证 1000 等中小盘

股得益于之前反弹力度较强，近期表现得仍较为坚挺。两市成交量较之前两周有

所回升。

消息方面，上周公布了一系列 9月的经济数据：

出口增速同比+10.7%（人民币计价），较 8月的+11.8%有所回落，随着欧美国家

经济走弱，出口面临持续下行压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5%，较 8月的+5.4%明显下降，疫情的有效控制是消

费走强的重要前提；



工业增加值同比+6.3%，较 8 月的 4.2%有明显提升，但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

-2.3%，低于 8月的-2.1%，显示工业生产活动正在恢复，但企业盈利状况仍待改

善；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5.9%，较 8月的+5.8%有小幅提升、继续保持较好水平，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8.0%，较 8月的-7.4%继续下行，基建持续发力、地产拐点

仍未明晰；

总的来说，经济处在磨底的过程中，彰显了韧性，但复苏仍有待更多的政策引导

和时间过渡。A股市场的表现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现象，整体仍在估值的历史底部

区域，但从三季报来看，仍有一些公司业绩表现较为亮眼。在情绪宣泄告一段落

后，未来随着经济基本面的逐步改善，市场有望呈现更多机遇。

一周财经事件

1、31.11万亿！前三季度进出口增9.9%

10月24日，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外贸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31.1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9.9%。其中，出口17.67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3.44万亿元，增长5.2%；贸

易顺差4.23万亿元，扩大53.7%。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赵同录指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一

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举措加力提效，外贸呈现较强发展韧性，为稳定宏观经济

大盘作出积极贡献。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0%，

拉动GDP增长1.0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27.4%，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原文链接）

2、消费投资出口持续发力，三季度 GDP 增长 3.9%

10月24日，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2-10-24/2509668.html


产总值（GDP）8702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0%，比上半年加快0.5

个百分点，经济恢复向好。其中，三季度GDP为3076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3.9%，比二季度加快3.5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认为，三季度工业生产快速恢复，实体经济稳步发展，消费、投资、净

出口三大需求持续回升，恢复发展后劲增强。但面对复杂形势，四季度要继续做

好“六稳”“六保”工作，狠抓相关政策落实见效，充分释放政策效能，着力保

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扩大有效需求，推改革激活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市场机构预期，四季度经济运行

将好于三季度。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3、稳链强链育动能，制造业夯实经济“压舱石”

新设专项再贷款支持设备更新改造；强链补链，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

础再造等重大工程和项目实施；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增强发

展新动能……近段时间，多地多部门接连部署，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

体经济根基。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4、逾 3100 家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新能源行业业绩亮眼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27日19时，共有3184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其中，

1602家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50.31%。光伏、新

能源汽车等行业业绩表现亮眼。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高企，含“锂”业务的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不俗。

锂电池行业龙头公司宁德时代发布的2022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103.4亿元，同比增长186.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2亿元，同

比增长126.95%。第三季度，宁德时代实现营业收入973.69亿元，同比增长23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24亿元，同比增长188.42%。

https://epaper.stcn.com/col/202210/25/node_A001.html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22-10/26/content_87919.htm


受光伏行业高景气周期影响，硅料、硅片、组件等子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均出现较

为明显的提升。今年以来，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光伏组件企业纷纷签订大额采

购合同，提前锁定上游资源，硅料销售呈现高景气态势，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受到

明显提振。大全能源27日晚间披露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46.77

亿元，同比增长197.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85亿元，同比

增长237.23%。1月至9月，多晶硅市场持续紧缺带动硅料价格上涨，产能持续释

放带来销量大幅增长。

硅片龙头企业TCL中环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98.45亿元，同比增长71.35%；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1亿元，同比增长80.68%。报告期内，公司

宁夏中环六期项目投产顺利，先进产能加速释放，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展望第

四季度，TCL中环称，公司将紧抓新能源市场发展机遇，继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5、工业板块延续恢复态势，中小企业利润增速加快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发力显效，工业经济加快恢复，企业效益逐步

好转，9月份工业企业利润降幅大幅收窄。

国家统计局 10 月 27 日发布的工业利润数据显示，1~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2%，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2.3%。从

当月看，9月份工业企业利润降幅较上月收窄 6.0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总体看，工业企业效益延续恢复态势，

但也要看到，当前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仍在下降，企业成本水平仍然较高，部分行

业和企业生产经营还存在一定困难，加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工业

企业效益持续恢复面临风险挑战。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原文链接）

6、欧洲央行决定加息 75 个基点，系今年第三次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10/28/nw.D110000zgzqb_20221028_5-A01.htm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210/28/node_A01.html


当地时间10月27日，欧洲央行管委会会议决定再次加息75个基点，三项主要利率

中再融资利率升为2.00%，边际贷款利率为2.25%，存款利率为1.50%。这是欧洲

央行自今年7月和9月两次加息后的第三次加息。从前两次加息后的数据看，欧洲

央行通过加息遏制通胀的效果并不明显。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原文链接）

7、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发布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近日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自2023

年1月1日起施行。新版《鼓励目录》主要有三方面变化。

持续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全国目录继续将制造业作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

方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加快促进技术迭代升级。新增或修改林业生物质

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生产及应用，医药制造业相关耗材开发、生产，高新

技术有色金属材料及其产品生产，高性能光刻胶开发、生产，辉光放电质谱仪开

发、生产等条目。

持续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全国目录将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促进服务业和

制造业融合发展作为修订重点。新增或修改低碳环保绿色节能节水的先进系统集

成技术及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职业院校、人力资源服务、清洁生产评价认证与

审核等条目。

持续优化利用外资区域布局。结合各地劳动力、特色资源等比较优势扩大中西部

目录鼓励范围。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修订出台新版《鼓励目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稳外资的重要举措。此次修订在保持已有鼓励政策基本

稳定的基础上，按照“总量增加、结构优化”原则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风险提示：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210/28/node_A01.html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0/t20221029_6305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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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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