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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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4.02 -1.12%

深证成指 11715.77 -2.18%

创业板指 2449.35 -3.76%

沪深 300 4034.51 -1.75%

中小 100 7683.73 -2.88%

恒生指数 20719.81 -2.22%

标普 500 4079.09 -0.28%

数据来源：WIND，2023-2-13 至 2023-2-17

本周市场主要指数全面收跌。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1.12%，收报 3224.02

点；深证成指下跌 2.18%，收报 11715.77 点；创业板指下跌 3.76%，收报 2449.35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3-2-13 至 2023-2-17)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7个行业上涨，24 个行业下跌。其中，

美容护理、食品饮料、石油石化涨幅居前，电力设备、电子、房地产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3-2-13 至 2023-2-17)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17)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82.51 38.10

本月合计 166.05 8.28

本年合计 1,578.95 13.34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17)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4,716.99 2.66% 3.50%

陆股通 24,716.99 2.66% 3.50%

QFII/RQFII 0.00 0.00% 0.00%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17)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17)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3-2-17)

一周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震荡回落，前期火热的 chatGPT 概念退潮，拖累计算机板块回调；电子、

新能源等成长板块也出现明显下跌。

消息方面：

1. 【通胀韧性显露，加息或超预期】近期海外公布了一系列通胀相关数据，1

月份美国 CPI 同比+6.4%，PPI 同比+6.0%，均高于预期，通胀的韧性开始显露，

此前公布的就业数据也仍然强劲。加息的终点利率或许会高于目前市场的预期、

并在高位停留更长时间。美联储部分官员发表讲话，表示“可能需要更多的加息”

“可能需要将利率提高到高于目前预期的水平”。

2. 【经济复苏进行时】2023 年以来，已有近 30 个城市调整了首套房贷利率。

国内楼市开始回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转涨、

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势趋缓。1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 36 个和 13 个，均较上月显著增加。据中国中小企

业协会，1 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为 88.9，比上月回升 1个点，扭转

了去年初以来持续震荡下行态势。

3. 【竞争对抗持续】据报道，美国、荷兰、日本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将对中国

芯片制造施加新的设备出口管制和限制。

4. 【外交迈出坚实一步】伊朗总统莱希本周访华，双方发布《联合声明》，重

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愿共同努力落实中伊全面合作计划，

并签署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春节后，市场开启震荡模式，部分主题概念异常活跃，但整体市场尚未凝聚共识，

机构重仓方向也表现平平。在经历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上涨后，市场本身存在整

固的诉求，前期积累的一些浮盈筹码以及对后市不坚定的资金经过充分换手后，

市场仍然存在机会。整体而言，经济逐渐复苏是今年的主旋律，因此继续保持对

今年相对乐观的态度，但要注意预期与现实之间阶段性错配可能带来的波动。重

点关注计算机、医药、有色、地产等板块。

一周财经事件

1、公募基金保有规模百强出炉 券商系机构业绩亮眼

日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了2022年四季度基金销售机构公募基金销售

保有规模百强榜单。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基金销售机构的基金保有规模普遍下

降，但券商系机构表现亮眼，保有规模占比明显提升，两家机构也首次跻身榜单

前十。专家认为，基金代销行业头部效应明显，优胜劣汰或成为行业未来的重要

发展趋势。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2、70城新房价格指数时隔12个月首次止跌

2月16日，全国70城房价数据出炉。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1月份70个大中城市

http://www.jjckb.cn/2023-02/14/c_1310697210.htm


中，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增加，一线城市房价环比转涨，二三线城市房价环

比降势趋缓。其中，上海和合肥新房价格领涨全国，北京二手房价涨幅第一。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根据简单算术平均计算，1月份全国70个城市

新房价格指数环比持平，这是2022年2月以来首次出现止跌现象，或者说是12个

月来首次止跌。虽有一定的季节性因素，但总体也说明房价回暖动力增强。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3、多项经济数据“开门红” 需求恢复仍偏弱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中国经济呈现筑底回升态势。近日发布的多项经济

数据迎来“开门红”，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3个月收缩后重返扩

张区间，核心CPI回升，工程机械数据亮眼，社融信贷超预期，反映出消费、基

建、制造业投资等都在加快复苏。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CPI同比上涨2.1%创三个月新高。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核心CPI的

回升显示消费稳步修复并开启回暖进程。

1月份金融数据也实现了“开门红”。2023年1月，M1、M2同比增速较上月双双回

升，其中M2增速创下2016年5月以来新高。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9万亿元，同比

多增9227亿元，创下单月信贷历史新高。企业信心和预期加快恢复，融资需求增

强。

（来源：第一财经，原文链接）

4、MLF连续三个月加量续做 今年降准降息可能性有多大

2月15日，央行网站公告表示，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当日进行

4990亿元1年期MLF操作，中标利率为2.75%，与此前持平；与此同时，进行2030

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0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6410亿元逆回购

到期，此外2月共有3000亿元MLF到期。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796077.html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302/13/node_A01.html


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MLF加量平价续做，将补充银行体系中

长期流动性，增加贷款投放能力。同时也有助于遏制2月初以来的市场利率上行

势头，稳定市场预期，有利于银行以较低成本向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支持。

（来源：第一财经，原文链接）

5、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制度规则发布实施

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次发

布的制度规则共165部，其中证监会发布的制度规则57部，证券交易所、全国股

转公司、中国结算等发布的配套制度规则108部。主要内容包括了五个方面：

一是精简优化发行上市条件。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将核准制下的发行条件尽

可能转化为信息披露要求。各市场板块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

二是完善审核注册程序。坚持证券交易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各有侧重、相互衔接

的基本架构，进一步明晰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的职责分工，提高审核注册效率和

可预期性。

三是优化发行承销制度。对新股发行价格、规模等不设任何行政性限制，完善以

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配售等机制。

四是完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制度。各市场板块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统

一实行注册制，完善重组认定标准和定价机制，强化对重组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五是强化监管执法和投资者保护。依法从严打击证券发行、保荐承销等过程中的

违法行为。细化责令回购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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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302/16/node_A01.html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797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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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