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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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3.41 -0.04%

深证成指 12054.30 0.61%

创业板指 2580.11 -0.23%

沪深 300 4141.63 -0.95%

中小 100 7992.03 1.70%

恒生指数 21660.47 -4.53%

标普 500 4179.76 2.68%

数据来源：WIND，2023-1-30 至 2023-2-3

市场主要指数涨跌不一。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0.04%，收报 3263.41 点；

深证成指上涨 0.61%，收报 12054.30 点；创业板指下跌 0.23%，收报 2580.11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3-1-30 至 2023-2-3)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8 个行业上涨，13 个行业下跌。其中，

汽车、计算机、国防军工涨幅居前，银行、非银金融、家用电器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3-1-30 至 2023-2-3)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3)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341.79 -150.67

本月合计 54.21 -36.62

本年合计 1,467.11 -31.56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3)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5,222.24 2.68% 3.53%

陆股通 25,222.24 2.68% 3.53%

QFII/RQFII 0.00 0.00% 0.00%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3)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3)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3)

一周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呈现分化走势，大盘股 1月上旬领涨、节前一周和本周率先进入震荡；

中小盘股表现抢眼、接力领涨。周五，市场盘中出现较大调整，午后在中小盘股

的带领下反弹。

【北上扰动叠加市场内在节奏，回调不意外，韧性仍存在】

年初以来，北上资金连续大幅净流入，1 个月左右已经流入 1500 多亿，不仅超

过去年全年的 900 亿，相比往年的全年 3000-4000 亿的高水平，近期买入速度的

斜率也显著超出，这种高强度无疑只能是阶段性的。近期，北上资金的加速流入

告一段落，本周四仅流入 26 亿、周五上午流出 62 亿（下午略有回流、全天净流

出 42 亿），成为引发市场调整的直接诱因之一。

另一方面，市场年初以来连续上涨，尤其是以上证 50 为代表的大盘股从底部反

弹超过 20%，积累了较多浮盈筹码；从技术角度，主要指数 K线相较均线的乖离



率较大，且在下方留下了三个跳空缺口。总而言之，节奏方面，市场本身就有整

固、震荡换手的诉求。但周五下午的反攻，体现了市场的韧性。

【后市仍可期，成长&主题或引领行情】

展望后市，春季躁动依然可期，历史上春节到两会的时间段，市场往往表现较好，

为数不多的例外（如 2018 年、2021 年）主要是由于市场本身处于估值高位，而

当下显然没有这方面隐忧，当前市场估值仍在平均数下方一倍标准差以上，性价

比可观。

结构方面，未来 1-2 个月，市场处于业绩真空期，并且前期消费、出行等疫后复

苏方向已经反馈得比较充分，北上资金引领的大盘股行情或告一段落，后续市场

风格大概率偏向成长，尤其是新主题（如人工智能）方向可能表现更突出。

一周财经事件

1、三大工具“在途”，货币政策将精准发力

近日，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政策信号强烈。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绿色发展等特定领域支持力度不减。

人民银行日前印发通知称，延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

项再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三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为加强金融机构对特定领域的支持力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持续发力。人民

银行日前强调，下一阶段结构性货币政策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

继续加大对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总量政策有望加力

“总量要够，就是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能小于2022年，需要的话还要进一步加力。”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如是说。

考虑到支持稳增长仍是货币政策首要考虑目标，业内人士预计，金融管理部门将



加大对货币需求的引导，通过降准等政策工具推进宽信用进程。

政策创新料加强

我国货币政策创新工具足、空间大。各类产业链层级的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

工具，绿色金融等结构性金融创新，有望成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政策创新的重点。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2、一月三大采购经理指数均升至扩张区间

1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

经理指数。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4.4%和52.9%，高于上月3.1、12.8和10.3个百分点，

三大指数均升至扩张区间，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时指出，1月份，随着疫情防

控转入新阶段，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制造业PMI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

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8个高于上月，制造业景气水平较快回升。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3、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

2月1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涉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等主要制度规则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审核注册机制是注册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在交易所审核环节，交易所承担全面审

核判断企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责任，并形成审核意

见。审核过程中，发现在审项目涉及重大敏感事项、重大无先例情况、重大舆情、

重大违法线索的，及时向证监会请示报告。证监会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板块定位进行把关。在证监会注册环节：证监会基于交易所审核意见依法履

行注册程序，在20个工作日内对发行人的注册申请作出是否同意注册的决定。

改革后主板要突出大盘蓝筹特色，重点支持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规模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3-02/02/nw.D110000zgzqb_20230202_2-A01.htm
http://www.jjckb.cn/2023-02/01/c_1310694008.htm


较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企业。本次改革以更加市场化便利化为导向，进一

步改进主板交易制度。一是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二是优化盘

中临时停牌制度。三是新股上市首日即可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优化转融通机制，

扩大融券券源范围。这次改革从主板实际出发，对两项制度未作调整。一是自新

股上市第6个交易日起，日涨跌幅限制继续保持10%不变。二是维持主板现行投资

者适当性要求不变，对投资者资产、投资经验等不作限制。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4、沪深交易所2月6日启动债券做市业务，首批共有12家证券公司参与做市

证监会2月3日消息，交易所债券市场启动债券做市业务。目前，债券做市业务各

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将于2月6日正式启动，首批共有12家证券公司参与做市。

上交所表示，将稳步推进债券做市业务，扩大做市商群体，拓宽做市券种范围，

持续完善债券做市支持机制。深交所表示，将积极引导做市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基

础上规范开展债券做市业务，及时总结做市业务经验，持续优化做市交易机制，

协同各方推动丰富完善做市商支持机制。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5、北向资金创纪录买入 A 股，超配中国资产成共识

2023年开局，北向资金买入A股的迫切程度令市场始料不及，其净流入节奏和规

模从未如此凶猛。数据显示，北向资金在1月净流入A股规模达1413亿元，这是一

个创下多项纪录的数字——2014年以来最高净流入月份、首次单月净流入规模超

千亿元。

北向资金的动向和迫切程度并非无迹可寻。2022年末以来，在发达经济体频现衰

退阴云之际，多个头部外资机构却纷纷调高中国2023年GDP增长预期以及中国资

产的上行空间。同时，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外资机构在近期更是发出了“三连

击”：机构调研看多、研报观点翻多、真金白银做多。

综合多家头部外资机构观点，当下“超配中国资产”已成为外资机构的普遍共识。

http://www.jjckb.cn/2023-02/02/c_1310694317.htm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3-02/04/nw.D110000zgzqb_20230204_3-A01.htm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北向资金并非全是长线资金，部分海外炒作资金在短期“爆

买”A股获利后，不排除有快速撤离导致踩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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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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