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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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8.39 1.87%

深证成指 11851.92 0.55%

创业板指 2422.44 -0.27%

沪深 300 4130.55 1.71%

中小 100 7733.87 0.21%

恒生指数 20567.54 2.79%

标普 500 4045.64 1.90%

数据来源：WIND，2023-2-27 至 2023-3-3

市场主要指数涨跌不一。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1.87%，收报 3328.39 点；

深证成指上涨 0.55%，收报 11851.92 点；创业板指下跌 0.27%，收报 2422.44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3-2-27 至 2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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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27 至 2023-3-3)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3)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66.19 139.28

本月合计 98.42 114.02

本年合计 1,603.90 192.89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3)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5,183.30 2.63% 3.47%

陆股通 25,181.71 2.63% 3.47%

QFII/RQFII 1.59 0.00% 0.00%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3)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3)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3)

一周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震荡回升，大盘价值表现领先，中字头纷纷大涨，成长股则表现较弱。

板块方面，通信、传媒、计算机再度活跃。两市日成交额回升到 9000 亿元左右，

北向资金一周净流入 66 亿元。

消息方面：

1. 周三公布的 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2.60，较上月回升 2.5 个百分点，明显

好于市场预期的 50.5，显示经济复苏情况较为良好、景气度回升，对市场信心

形成提振；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要夯实数字基

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提出“2522”的整体框架，带动通信、计

算机等板块活跃；



3. 特斯拉“投资者日”活动上，马斯克详细阐述了“宏图篇章 3”，但并未如

市场期待的那样发布新车型、也没有谈及自动驾驶、4680 电池、一体化压铸等

技术细节，而是将重点放在绿色能源的角度。作为新能源行业的超级 KOL，马斯

克的远景规划对相关领域的热度、情绪和认知都有较深的影响；

4. 关于国企估值重构的讨论持续发酵，多家卖方发布相关研报。最新一年的央

企经营指标体系中，净资产收益率（ROE）替换了净利润，营业现金比率替换了

营业收入利润率，体现出更强的要效率、要含金量的诉求，新的考核模式也更加

贴近资本市场看重企业经营质量的审美。此外，对于央企负债率的要求，也从“控

制在 65%以下”调整为“稳定在 65%左右”，引导国企加大投资力度、助力经济

复苏。

总体而言，我们继续期待今年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背景下，A股能够开启盈利

上行周期。对未来市场保持积极，寻找结构性机会。

一周财经事件

1、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

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

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规划》明确，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夯实数字基

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

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https://www.cs.com.cn/cj2020/202302/t20230228_6326028.html


2、经济景气水平继续回升，2月制造业PMI升至52.6%

根据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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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采

购经理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

分别为52.6%、56.3%和56.4%，高于上月2.5、1.9和3.5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连

续两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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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稳经济政策

措施效应进一步显现，叠加疫情影响消退等有利因素，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继续回升。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3、央行：货币信贷总量要适度节奏要平稳

开年经济形势向好，对于是否需要考虑降息降准，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目前

货币政策一些主要变量水平比较合适，实际利率水平也较为合适。2018年以来，

人民银行14次降准，将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近15%降至不到8%。“不到8%的

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像过去那么高，但是用降准的办法来提供长期流动性，

支持实体经济，综合考虑还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整体流动性在合理充裕水平。”

他说。

谈及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会实施怎样的货币政策，易纲表示，一方面，

货币信贷总量要适度，节奏要平稳，要巩固实际贷款利率下降的成果。另一方面，

仍要适度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对普惠小微、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

领域保持有力的支持力度。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去年企业贷款利率是4.17%，创历史新低，今年人

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是货币政策总取向，但具体政策工具怎么使用，要综合考虑，相机抉择。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http://www.jjckb.cn/2023-03/02/c_1310700964.htm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303/t20230304_6326962.html


4、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出炉

“全年经济顶住压力实现3.0%的增长，在世界经济体量排名靠前的主要经济体中

增速领先，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发展基础更加坚实，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国

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达121万亿元，这是继2020年、2021年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之后，

再次跃上新台阶。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达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为85698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741美元，继续保持在1.2万美

元以上。

盛来运表示，2022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首次超过40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

值达33.5万亿元，我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2022年，我国经济再上新台阶，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的韧性、潜能和活力。”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2023年经济将会迎来恢复性增长。随着政策效应

持续释放，预计2023年全年经济增速将达到5.5%左右。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5、六大关键数据，释放重要信号

GDP预期目标为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赤字率拟按3%安排、CPI

涨幅3%左右、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专项债拟安排3.8万亿元，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这些关键数据透露了2023年经济工作重要信息。其中，赤字率、专项

债规模的上调，释放了强烈的稳增长信号。

（来源：中国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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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303/t20230301_632625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Q12VgBVqe5pNHIRKLni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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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