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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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4.83 2.80%

深证成指 12035.15 3.50%

创业板指 2556.47 4.00%

沪深 300 4238.99 3.65%

中小 100 8398.95 4.67%

恒生指数 21806.18 3.43%

标普 500 3900.86 -5.05%

数据来源：WIND，2022-6-6至 2022-6-10

上周（2022-6-6 至 2022-6-10）市场继续强势上涨，周中两次出现指数回调都走

出了“V”形，市场情绪较为高昂，成交量连续超过万亿。截至上周收盘，上证

指数上涨 2.80%，收报 3284.83 点；深证成指上涨 3.50%，收报 12035.15 点；创

业板指上涨 4.00%，收报 2556.47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6-6 至 202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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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有色金属和石油石化涨幅居前，轻工制造、电子和家用电器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6-6 至 2022-6-10)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0)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368.30 57.73

本月合计 412.60 72.92

本年合计 400.99 1,349.68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0)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5,559.02 2.83% 3.80%

陆股通 23,707.32 2.63% 3.52%

QFII/RQFII 1,851.71 0.21% 0.28%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0)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0)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0)

一周市场观点

上周，市场继续强势上涨，周中两次出现指数回调都走出了“V”形，市场情绪

较为积极，成交量连续超过万亿。

北上资金连续 10 个交易日净流入，近一周合计净流入超过 350 亿元，外资对于

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出现明显修复。

具体来看，在 5月份的反弹行情中表现相对落后的大盘股上周开始发力领涨，煤

炭、有色、石油石化、化工涨幅居前，券商板块作为市场情绪的风向标也有所发

力。

消息方面，周五盘后公布的社融及信贷数据超预期：5月社融增量 2.79 万亿元，

此前市场一致预期为 2万亿左右，前值为 9100 亿元；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89

万亿元，一致预期为 1.22 万亿左右，前值为 6400 亿元。数据显示政策的宽松已



经初见成效，经济活力正在逐步恢复。

海外方面，原油价格震荡上行，美国 5月 CPI 再创新高，通胀见顶的期望被打破，

市场对通胀、联储激进加息、经济衰退等问题的担忧再次加剧，受此影响美股周

五大跌，美股三大股指逼近今年内低点。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正在逐步得到验证，信心有所修复，市场从今年前四

个月的负循环转为 5月份以来的正循环。此外海外环境对 A股的影响有限。但需

要看到 4月底以来市场已经积累了比较大的反弹幅度，未来 1-2 个月市场将逐步

进入二季度业绩的反馈期。在此位置建议保持谨慎乐观，分批布局、避免盲目追

涨。

一周财经事件

1、美国油价飙升，原油库存减少

本周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Brent布伦特原油价格再度突破120美元/桶，

创下三个月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美国中西部精炼

油库存跌至202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东海岸精炼油库存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美国汽车协会AAA数据显示，周一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

（来源：第一财经，原文链接）

2、物价尚无忧，聚力稳增长

CPI 同比涨幅持稳

5月份，CPI 环比下降 0.2%，为今年以来首次下降；同比上涨 2.1%，涨幅与上月

相同。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称，5月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CPI 环比转降，同比涨幅保持稳定。

从结构上看，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206/09/node_A01.html


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上月增加 0.4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同比涨

幅扩大，构成 5月 CPI 同比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温彬说，5月生猪收储和产

能去化显现成效，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5.2%；同比下降 21.1%，降幅比上月收窄

12.2 个百分点。

PPI 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5月份，PPI 同比、环比涨幅双双回落——同比上涨 6.4%，涨幅比上月回落 1.6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1%，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

“5 月份各地区各部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畅通稳定，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继续回落。”董莉娟说。

温彬认为，5月份 PPI 同比涨幅回落，一方面是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对今年

5月 PPI 的同比涨幅形成向下压力；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我国加大力度保供稳价，

政策效果比较明显。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3、三大指标超预期，5月金融数据提信心

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推动了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显著回升。人民银行

数据显示，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89万亿元，同比多增3920亿元，而4月份新

增人民币贷款为6454亿元。

对于信贷超预期回升的原因，天风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孙彬彬认为，进入5月，

稳经济的各方面政策明显发力，复工复产、保产业链供应链、保供稳价、弱势群

体纾困等政策形成合力，加上疫情有所缓解，经济企稳运行迹象增多，信贷需求

随之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79万亿元，是有统计以来的历

年同期次高值，仅低于2020年5月份的3.2万亿元。

专家认为，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扩大，较大程度上受到当月人民币贷款投放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06/11/nw.D110000zgzqb_20220611_1-A01.htm


和政府债券发行的支撑。在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看来，财政部要求今年

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须于6月底前基本发完，因此，5月份专项债发行节奏再度加

快，推动当月政府债券融资环比多增6688亿元，同比多增3881亿元。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5月末，M2余额为25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6个和2.8个百分点。孙彬彬表示，受当月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同比增速上行，以及政府债加速发行、人民银行上缴结存利润助力财政直达

资金加速拨付等推动，5月份M2余额同比增速进一步上行。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4、今年已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超2万亿

6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举行“落实留抵退税政策 助力稳住经济大盘”专题新闻

发布会。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9日，今年已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

及缓税缓费超2万亿元。

据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荣海楼介绍，超2万亿元的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

缓费，主要包括15483亿元累计留抵退税、2440亿元的新增减税降费以及继续实

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政策累计缓缴税费4289亿元三个部分。

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谢文表示，税务部门组织开展的企业抽样调查显示，

退税资金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技术研发、支付薪酬等方面，改善了企业现金流。

5月份，全国享受退税企业采购支出同比增长10.9%，较留抵退税前的一季度加快

3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7.5个百分点。退税企业经营投入稳中有升，推

动5月份退税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6%，并较一季度加快5.2个百分点，增幅

比无退税企业高9.6个百分点，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06/t20220611_6276446.html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6/t20220611_4637699.html


5、美股收盘：通胀数据重创股市，三大指数均跌超2.5%，部分中概股逆市走高

美东时间周五，通胀数据再次重创股市，随着5月CPI续刷逾40年高位，“通胀见

顶论”宣告破产，三大股指均跌超2.5%，纳指重挫3.52%。

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8.6%，高于市场预期的8.3%，再度刷新

1981年1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即便剔除了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5月核心CPI

也较4月上涨了0.6%，高于0.5%的普遍预期。

Vanguard高级投资组合经理John Madziyire表示，多数人认为通胀在数月前就已

经见顶了，但实际情况是通胀甚至还在上升，这意味着人们必须重新调整，包括

美联储。

对投资者而言，理想的情况是所谓的经济软着陆，即美联储给经济降温，使其不

引发衰退的情况下降低通胀，但高企的通胀数据引发了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的担忧。

报告公布后，华尔街开始猜测美联储将于下周加息75个基点，这是自1994年以来

美联储从未采取过的举措。

（来源：财联社，原文链接）

6、薪酬指引来了！公募高管、基金经理当年绩效薪酬必须买基金，绩效薪酬递

延支付不少于 3年、金额不少于 40%！

6 月 10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基

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落实《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规定，对公募基金公司的薪酬结构、薪酬支付、绩效考核、薪酬内控管

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公募高管、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将当年绩效薪酬的 20%以上买自家基金，且权

https://www.cls.cn/detail/1039863


益类基金不得低于 50%；基金经理应将当年绩效薪酬的 30%以上买自家基金，且

优先买本人管理的公募基金；将薪酬管理纳入公司治理；董事会和基金公司不得

将规模排名、管理费收入、短期业绩等作为薪酬考核的主要依据；绩效薪酬递延

支付期限不少于 3年，高管、基金经理递延支付金额原则上不少于 40%……

多位公募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指引》与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境内其他金融

行业要求基本一致，有利于推动基金行业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员工与公

司长期发展、持有人长期利益的一致。《指引》的出台，进一步细化了基金公司

的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规则，要求将薪酬管理纳入公司治理，细化了递延支付的

期限和金额比例，要求高管和基金经理的绩效薪酬购买自有基金等，将进一步推

动我国公募基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基金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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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eixin.qq.com/s/GD370kttNh5adbkDqVTM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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