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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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31 1.19%

深证成指 11602.30 2.06%

创业板指 2493.13 2.93%

沪深 300 4074.38 2.35%

中小 100 7641.75 1.77%

恒生指数 21738.66 3.56%

标普 500 3999.09 2.67%

数据来源：WIND，2023-1-9 至 2023-1-13

市场主要指数全面上涨。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1.19%，收报 3195.31 点；

深证成指上涨 2.06%，收报 11602.30 点；创业板指上涨 2.93%，收报 2493.1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3-1-9 至 2023-1-13)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1 个行业上涨，10 个行业下跌。其中，

非银金融、食品饮料、煤炭涨幅居前，国防军工、公用事业、房地产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3-1-9 至 2023-1-13)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3-1-13)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439.97 -5.65

本月合计 640.15 93.60

本年合计 640.15 93.60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3-1-13)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4,039.19 2.63% 3.48%

陆股通 24,039.19 2.63% 3.48%

QFII/RQFII 0.00 0.00% 0.00%

(数据来源：截至 2023-1-13)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3-1-13)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3-1-13)

一周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继续震荡上行，延续了开年以来的良好走势。其中，大盘股表现较好，

上证 50 继续创近期新高、自 10 月底低点至今已反弹超过 20%；而中小盘股的代

表如中证 500、中证 1000 则仍处于去年四季度以来的震荡区间、尚未走出明显

的趋势行情。板块方面，年初以来建材家电等地产产业链、食品饮料、医药生物

等大消费均有良好表现。

市场正在交易疫情冲击过后、政策发力带动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同时，随着国

内经济形势逐步明朗、加之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海外资金回补也成为了助推行

情的重要力量，北上资金连续 8个交易日净买入，今年以来合计净买入 640 亿元，

而去年全年仅有 900 亿元。

消息方面：



1. 周四晚间备受关注的美国 CPI 数据公布，2022 年 12 月 CPI 同比+6.5%、符合

预期，较上月的+7.1%继续显著下降。通胀回落情况符合预期给资本市场吃下了

一颗定心丸。

2. 一系列经济支持政策和表态继续出台：

（1）财政部、税务总局：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减征增值税；

（2）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座谈会：把握信贷投放节奏，适度靠前发力，进一步

优化信贷结构，精准有力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3）国务院批复同意在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开展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

（4）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部署 2023 年十三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全力促

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加快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

力等。

3. 2022 年 12 月国内社融增量 1.31 万亿元，环比回落，M2 同比增 11.8%，增速

有所回落，主要是受到疫情冲击影响。

4. A股上市公司陆续披露2022年业绩预告，其中动力电池龙头、户储龙头等2022

年净利润超出预期。

一周财经事件

1、利好政策渐次落地，多地房贷利率继续下行

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决定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

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住建部部长倪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

强调要“因城施策、精准施策”“对购买第一套住房的，要大力支持。首付比例、

首套利率该降的，都要降下来”。

业内人士表示，支持需求端的利好政策渐次落地，有利于因地制宜、因城施策，

进一步释放合理住房需求，并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房地产市场有望企稳回升。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2、深港恢复通关：客流平稳有序，企业充满信心

时隔三年，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

香港旅业网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内地访港旅客数量约为4377万人，月均访港旅

客数量约为365万人，内地旅客为香港旅游业贡献收入1576亿港元。内地与香港

恢复通关往来，将进一步促进香港本地消费修复。

华泰证券认为，内地与香港恢复通关，粤港澳大湾区本地餐饮娱乐有望恢复，有

望助力我国出入境商务和休闲旅游客流修复，提振出境游复苏信心，有利于服务

业出海。

除了带来出入境的便利外，随着香港与内地逐渐恢复日常往来，相关上市公司对

于接下来的业务开展和公司运营充满了信心。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3、去年人民币贷款增逾 21 万亿，12 月新增信贷有所改善

1月10日，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金融和社会融资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份，人民

币贷款增加1.4万亿元，同比多增2665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31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少1.05万亿元。2022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1.31万亿元，同比多

增1.36万亿元；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

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266.43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比上月末

低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8个百分点。

受访专家指出，2022年全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

12月份，新增信贷有所改善，信贷结构呈现出“对公稳、零售弱”格局，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1.26万亿元，同比增加6017亿元。

展望2023年，M2与狭义货币（M1）增速的背离仍需关注，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如

何合理释放面临挑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加大金融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持

http://www.jjckb.cn/2023-01/09/c_1310689039.htm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301/t20230109_6317778.html


力度，重点聚焦扩大有效需求和深化供给侧改革。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4、“史上最难集采”开标：种植牙均价可降至900元，年省40亿

在国家医保局指导和协调下，四川省医保局牵头形成此次口腔种植体系统省际采

购联盟，全国各省份均积极参加。最终，拟中选产品平均中选价格降至900余元，

与集采前中位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55%。

本次集采汇聚全国近1.8万家医疗机构的需求量，达287万套种植体系统，约占国

内年种植牙数量（400万颗）的72%，预计每年可节约患者费用40亿元左右。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原文链接）

5、去年 CPI 涨 2%，内需开启复苏进程

1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略有回升，2022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1.8%，涨幅扩大，环比则由上月的下降变

为持平。同时，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略有回升，同比上涨0.7%，涨幅

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从全年看，2022年CPI比上年上涨2.0%。展望2023年，

机构较为一致地认为，CPI涨幅会高于2022年。

2022年，PPI同比上涨4.1%。12月份，PPI结束了持续两个月超1%的降幅，同比下

降0.7%。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析，PPI的环比表现主要是受去

年12月份石油及相关行业价格下降影响，而同比降幅收窄则是受2021年同期对比

基数走低影响。

对于2023年PPI走势，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应习文对记者表示，如果2023

年PPI同比涨幅难以走出通缩区间，一种情况可能是发达国家衰退超预期导致的

全球商品价格继续下行，那么我国的外需会持续疲弱，政策将加大稳外贸的力度，

另一种情况可能是我国的经济复苏以消费主导，但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需求仍然偏

低，此时政策有望加大稳投资的力度。如果2023年PPI同比涨幅由年初的下降，

逐渐企稳并回到温和增长，则表明我国内需恢复更加有力，政策重心则可更多放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772720.html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3-01-11/2630753.html


在长效改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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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775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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