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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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79 0.97%

深证成指 12331.14 2.46%

创业板指 2657.21 3.94%

沪深 300 4309.04 1.65%

中小 100 8498.24 1.18%

恒生指数 21075.00 -3.35%

标普 500 3674.84 -5.79%

数据来源：WIND，2022-6-13至 2022-6-17

上周（2022-6-13 至 2022-6-17）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盘中多次出现 V 形

和倒 V形。市场在曲折中前行，各大指数周线再度收出阳线。截至上周收盘，上

证指数上涨 0.97%，收报 3316.79 点；深证成指上涨 2.46%，收报 12331.14 点；

创业板指上涨 3.94%，收报 2657.21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6-13 至 2022-6-17)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0 个行业上涨，11 个行业下跌。其中，

美容护理、农林牧渔和家用电器涨幅居前，煤炭、石油石化和钢铁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6-13 至 2022-6-17)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7)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174.04 167.85

本月合计 586.64 240.82

本年合计 575.03 1,517.58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7)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6,742.50 2.93% 3.92%

陆股通 24,202.64 2.65% 3.54%

QFII/RQFII 2,539.86 0.28% 0.37%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7)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7)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17)

一周市场观点

上周，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盘中多次出现 V形和倒 V形，同时日成交量连

续超过万亿，反映了在当前位置市场存在一定的分歧。周中证券板块一度领涨，

但下半周回落。市场在曲折中前行，各大指数周线再度收出阳线。

消息方面：

自前一周美国公布 CPI 数据、显示通胀仍然严重后，全球资本市场迅速交易了对

美联储鹰派加息的预期变化，最终周四美联储如期加息 75 基点，但鲍威尔的讲

话“鹰中带鸽”——缩表进度未变、后续加息节奏也保留了 50 或 75 基点的调整

空间。但在历史性的高通胀面前，对于美国经济衰退、乃至引发全球经济放缓的

担忧正在积聚。

相较而言，国内市场具备较强的独立性，近两年相对谨慎的政策也为后续的发力



留出了空间。因此我们看到，虽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高达近 3.3%，明

显高于中国的 2.8%，近期北向资金依然在持续流入，这或许反映了全球资本对

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在经济、金融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海外的种种变化，

仍需多一份谨慎。

展望后市，市场的核心运行逻辑或许会从过去一个多月信心修复、风险偏好回归

带来的超跌反弹，过渡到观察稳增长的实际效果以及经济是否能够企稳回升，基

本面有望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周财经事件

1、汽油、柴油价格再上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14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自2022年6月14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90元和

375元。

这是去年年底以来我国第十一次上调汽油、柴油价格，此次调整折合每升上调约

0.3元。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2、直播带火新东方，枯木又迎春

粉丝数量爆炸性增长，股价爆发性上涨，新东方一天一个样。在市值大增背后，

投资者给新东方在线的估值方法彻底变了，已经从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变成一家以

直播带货为主业的机构。

6月 17 日，新东方在抖音平台的电商直播账号“东方甄选”粉丝总量达到 1300

多万，而此前的 6月 9日，粉丝总量刚突破 107 万。港股上市的新东方在线市值

也节节上涨，6月 10 日，涨幅达到 39.37%，此后几日涨幅分别为 39.97%、23.17%、

54.19%、72.71%。昨日股价有所下跌，跌幅为 12.59%。本波股价高点，较 2022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06/15/nw.D110000zgzqb_20220615_3-A01.htm


年 5月 12 日 2.84 港元的历史最低价涨逾 10 倍。

这波股价上涨虽然猛烈，但并非没有缘由，股价上涨和直播间粉丝数上涨呈强相

关关系。可以说，正是因为粉丝数大幅上涨，购物转化理想，才有市值大幅上升。

即使最胆大的投资者，也很难想象到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遭遇估值杀、前景

黯淡的情况下，新东方在线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复活。目前已经有券商认为，新东

方直播可能带来的年净利为 5 亿元~7 亿元，并通过与类似机构的估值比较，认

为现在新东方在线市值有一定合理性。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3、河南银保监局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回应个别村镇银行有关问题

针对近期个别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问题，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有关负责人6月18日表示，各级金融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禹州新民生等村镇银行线上交易系统被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和利用的犯罪事实

已初步查明，相关资金情况正在排查。

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责成相关村镇银行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办案件，做好资金信息登记和后续处置工作，依法保护金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提醒相关群众配合做好信息登记工作。

（来源：中国基金报，原文链接）

4、75个基点，美联储28年来最大加息幅度！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一如市场预料，本次会议加息7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50%-1.75%区间，

加息幅度为1994年以来最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利率决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行有可能在7月以类似

的幅度加息。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6/t20220618_466098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184HEaI0xs9xffCzwjr0Aw


鲍威尔说道：“以今天的形势来看，我们预计持续加息是适当的。在下一次会议

上，加息50个基点或者继续加息75个基点都是有可能的。”

关于当前的美国经济，鲍威尔认为“情况很明显”：劳动力市场极度紧张，需求

强劲的同时供应依然低迷；通货膨胀太高，央行会坚定地使用工具让通胀回落，

恢复物价稳定。

他强调，“我们的政策一直在适应通胀，并将继续这样做。因此我们在看到通胀

意外上升后，决定大幅提高利率。未来几个月我们也将寻找通胀下降的有力证据，

希望能看到进展，我们认为公众相信我们能使通胀回到2%。”

根据决议最新公布的“点阵图”，联邦基准利率将在今年年底达到3.4%。但鲍威

尔指出，“我们不会以点阵图模型为导向，政策将是敏感和灵活的。”

当被媒体问及美国经济能否“软着陆”，鲍威尔回答道，“这将取决于我们无法

控制的因素，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可能会使我们失去软着陆的可能性。”

（来源：财联社，原文链接）

5、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17日上午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

厂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

建舰”，舷号为“18”。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该舰

下水后，将按计划开展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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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GLgRslDzH19o7M8mJF7b2w
https://kuaixun.stcn.com/egs/202206/t20220617_46569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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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