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周报

Weekly Report of Market

目 录
市场涨跌 ..................................................................... 2

行业及板块涨跌 ........................................................................................................................ 2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 3

市场资金 ..................................................................... 3

港股通资金情况 ........................................................................................................................ 3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 4

外资情况 .................................................................................................................................... 4

市场估值水平 ................................................................. 4

成交情况 ..................................................................... 5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5

一周市场观点 ................................................................. 5

一周财经事件 ................................................................. 6

1、史上“最内卷”价格战，十万出头买宝马 ..................................................................... 6

2、金融监管迈入“一行一局一会”，证监会统筹股债助推直接融资 .............................7

3、2 月 CPI 和 PPI 同比涨幅回落，物价平稳运行 .............................................................. 7

4、2 月信贷延续高增长，居民贷款出现转暖信号 .............................................................. 7

5、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联合声明在京发表 ............................................................................. 8

2023 年第 9 期

3月 6日-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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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0.08 -2.95%

深证成指 11442.54 -3.45%

创业板指 2370.36 -2.15%

沪深 300 3967.14 -3.96%

中小 100 7442.76 -3.76%

恒生指数 19319.92 -6.07%

标普 500 3861.59 -4.55%

数据来源：WIND，2023-3-6 至 2023-3-10

市场主要指数下跌。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2.95%，收报 3230.08 点；深

证成指下跌 3.45%，收报 11442.5 点；创业板指下跌 2.15%，收报 2370.36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3-3-6 至 2023-3-10）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全部下跌。其中，建筑材料、汽车、非银金

融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3-3-6 至 2023-3-10）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10)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105.98 97.52

本月合计 -7.56 211.54

本年合计 1,497.92 290.41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10）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4,089.32 2.59% 3.42%

陆股通 24,078.88 2.59% 3.42%

QFII/RQFII 10.44 0.00% 0.00%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10）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10)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3-3-10)

一周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震荡下行，各行业均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前期活跃的 AIGC、数字经

济、中国特色估值等主题热度有所下降。

上证指数自 1月中旬至今，在 3230-3310 区间持续震荡已经近两个月，目前再次

回踩下方，但暂未走出趋势性行情。而从结构上，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以

及机构重仓的新能源，已经提前走弱，接近去年四季度的低位，上证指数相对表

现较强主要是中字头权重股的托举。

消息方面：

1. 两会顺利召开，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货币政策方面预计今年流动性保持合

理充裕而非大水漫灌，财政政策则有望进一步发力（赤字率从去年的 2.8%上调

至今年 3.0%，），整体而言总量强刺激的可能性不大，经济复苏更多依赖于内

生性、自主性恢复为主，预期不宜过高。



2. 机构改革方面，新组建国家数据局、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关于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及新型举国体制等方面，值得中长期关注。

3. 美国通胀下行不及预期、经济韧性较强，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偏鹰派

言论，市场预期下次加息或将一次性加 50BP、本轮利率的高点可能也将比之前

预计得更高，受此影响，美股市场出现回落，全球资本市场也同步承压，周四周

五 A股北上资金两天合计净流出近 100 亿元。

4. 多省先后出台汽车促销方案，折扣力度前所未有。随着新能源车的新车销售

渗透率超过 30%，燃油车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一些传统车企和合资车企试图抓

住最后的窗口期力争“上岸”。数据方面，今年前两个月汽车零售销量同比下降

19.8%，而其中新能源车销量同比上升 22.8%。

展望未来，自去年 11 月开始的整体上行可能告一段落，市场或将进入结构性行

情阶段。关注军工（军费开支提升+国企改革）、计算机/通信/传媒/机械（科技

自立自强、产业链安全）、汽车/家电（关注是否有进一步政策以释放消费潜力）。

一周财经事件

1、史上“最内卷”价格战，十万出头买宝马

日前，湖北省联合东风汽车集团推出史上最强购车季活动，东风汽车集团旗下的

多个汽车品牌，集体开启了疯狂降价模式，例如，东风雪铁龙C6，政府加企业综

合补贴高达9万元。

湖北省掀起这波降价潮，引发了车市罕见的价格“踩踏”。泉州宝马4S店的海报

显示，十来万元就能入手BMWX1、新BMW3系运动版套装25.7万元、新BMW525Li豪

华套装原指导价高达43.6万，现优惠价34.9万等等。据红星资本局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已有至少30个汽车品牌参与到这场价格战，最高优惠超过10万元。有的

是品牌官方的活动，有的是地区经销商促销；有的是直接降价，有的是抵现、保

险补贴、金融贴息、赠送选装包等间接形式。

（来源：中国基金报，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nmVv7V_gShBEyNwE9ruj8A


2、金融监管迈入“一行一局一会”，证监会统筹股债助推直接融资

伴随3月7日《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公布，中国金融

监管体制也开始进入“一行一局一会”时代。其中证券业监管单列，其他金融业

监管职责集中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在此次调整中，根据方案，证监会将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

构；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改委的企业债

券发行审核职责划入证监会，由证监会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

也备受关注。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原文链接）

3、2月CPI和PPI同比涨幅回落，物价平稳运行

国家统计局3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0%，

环比下降0.5%；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1.4%，环比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示，受节后消费需求回落、市场供应充足

等因素影响，2月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同比涨幅回落；2月工业企业生产

恢复加快，市场需求有所改善，PPI环比持平，但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

同比继续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几个月CPI同比涨幅大概率保持在1%至2%之间。考虑到去年

基数偏高，PPI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走出同比下降局面。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4、2 月信贷延续高增长，居民贷款出现转暖信号

人民银行3月10日披露的数据显示，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81万亿元，同比多增

5928亿元；2月末，M2余额275.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初步统计，2月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为3.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5万亿元。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303/09/node_A01.html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3-03/10/nw.D110000zgzqb_20230310_6-A01.htm


分析人士认为，2月经济修复势头进一步明朗，带动信贷供需两旺，完成了前置

发力和“开门红”目标。3月新增信贷有望继续保持同比多增势头。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5、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联合声明在京发表

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本·穆罕默德·艾班和伊朗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分别率领沙特和伊朗代表团于2023年3

月6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沙伊双方赞赏并感谢伊拉克共和国和阿曼苏丹国于2021年至2022年期间承办多

轮对话。双方赞赏并感谢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承办和支持此次会谈并推动其取得成

功。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

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强调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双方

同意两国外长举行会晤，启动上述工作，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

双方同意将激活两国于2001年4月17日（伊历1422年1月22日）签署的安全合作协

议和于1998年5月27日（伊历1419年2月2日）签署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

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总协议。三国均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加强国际地区

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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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303/t20230311_6328644.html
https://epaper.stcn.com/col/202303/11/node_A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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