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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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多项指标增速放缓，夯实经济回升基础要加力 ................. 6

2、央行超预期降息，加码稳经济正当时 .............................7

3、经济大省应更有作为，做稳住经济大盘“领头羊” ................ 8

4、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精准，聚焦“保交楼、稳民生” .............. 8

5、特殊会议、紧急让电，亿万川渝民众战高温 ...................... 9

2022 年第 32 期

8 月 15 日-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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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8.08 -0.57%

深证成指 12358.55 -0.49%

创业板指 2734.22 1.61%

沪深 300 4151.07 -0.96%

中小 100 8424.71 -1.20%

恒生指数 19773.03 -2.00%

标普 500 4228.48 -1.21%

数据来源：WIND，2022-8-15 至 2022-8-19

上周市场延续震荡。截至上周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0.57%，收报 3258.08 点；深

证成指下跌 0.49%，收报 12358.55 点；创业板指上涨 1.61%，收报 2734.22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8-15 至 2022-8-19)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3 个行业上涨，18 个行业下跌。其中，

电力设备、农林牧渔和公用事业涨幅居前，美容护理、计算机和医药生物跌幅居

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8-15 至 2022-8-19)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8-19)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59.26 -21.16

本月合计 123.43 66.37

本年合计 630.73 1,817.46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8-19)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4,351.30 2.64% 3.51%

陆股通 23,767.73 2.58% 3.42%

QFII/RQFII 583.57 0.06% 0.08%

(数据来源：截至 2022-8-19)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8-19)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8-19)

一周市场观点

上周市场延续了震荡分化走势，仍处于寻找方向的阶段。

消息方面：

1.经济数据不佳、政策继续呵护。7月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主要项目除出

口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外，其他各项均不及预期，不过由于此前高频数据已经有所

反映，市场对此有所准备，叠加周一央行公告MLF和逆回购中标利率均下降0.1%，

政策呵护意味明显，市场整体反馈相对平稳。



2.美联储预期平稳。美联储会议纪要相对中性，重申了关于未来应放慢紧缩步伐

的说法，并且谈到过度紧缩的风险，同时强调加息步伐取决于未来的经济数据。

预计 9月份美联储加息 50BP 的概率较大。

3. 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召开，总理表示，6 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

全国 45%，要勇挑大梁，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多想办法促销费、支持住房

刚性和改善性需求，4个沿海省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4. 多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电力保供面临严峻局面，四川等地采取工业限电等

措施，受消息刺激，煤炭、电厂板块上涨。

市场当前仍处于较为极致的分化当中——局部高景气、与宏观经济关联度较低的

板块，以及流动性受益的小盘股表现较强，但估值已经不低；与宏观关联度较大

的板块、权重股则仍需等待经济复苏的明确信号，短期表现偏弱，但估值重新回

到了四五月份附近、长期来看具备性价比。建议投资者均衡配置，着眼中长期布

局。

一周财经事件

1、7 月多项指标增速放缓，夯实经济回升基础要加力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7月国民经济继续恢复，但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同比增速均有所回落。数据显

示，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从累计看，1～7月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7%，较1～6月继续回落。前述指标表现也普遍低于市场预期。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与市场预期的差距较大。市场预期7月社零

总额同比增长5.3%，这与实际数值相差2.6个百分点。

这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恢复势头边际放缓。多方观点一致认为，巩固经

济回升的基础仍需加力。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下阶段要加力改善

市场主体预期，择机出台增量政策。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2、央行超预期降息，加码稳经济正当时

8月15日，人民银行开展4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中标利率下调10

个基点至2.75%，7天期逆回购利率同步下调10个基点至2%，为尚需稳固的国内经

济注入金融强心剂。面对尚不稳固的经济恢复基础，宏观政策仍以稳增长为主线，

择机加码调控，积极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当前海外市场正处快速加息阶段，央行也在近期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

达了对国内结构性通胀的警惕，这使得此次央行降息操作看似在市场意料之外。

但实际上，央行此次降息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7月份金融统计数据中新

增信贷社融规模不及预期，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主要宏观数据有待改善，

都加大了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增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7月份中国和美国的消费

者价格指数（CPI）均低于市场预期，通胀对货币政策的约束有所缓解，对我国

开展降息形成有利窗口期。此外，弥合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背离或许也是

此次降息的原因之一。

随着此次央行降息，配合6月份新设立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逐渐发力，后续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料将得到刺激，助力8月金融统计数

据回升。更重要的是，超预期降息有力提振市场信心，说明稳增长仍是宏观政策

调控核心，央行等宏观政策职能部门依然有较强的意愿和能力在下半年灵活加码

稳增长政策。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8/t20220816_4800104.html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3、经济大省应更有作为，做稳住经济大盘“领头羊”

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

负责人座谈会。会议提到，6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是国家经济发展

的“顶梁柱”。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6省里4个沿海

省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超过6成，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我国当前采取分税制来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且作为主要税收来源的税种通

常划为中央收入或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因此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创造的中央级

税收收入息息相关。同时，在我国现有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也将通过转移支付

制度来调节各地政府的财力盈缺，以确保一些财政自给能力较弱的地区能够做好

“六保”“六稳”等工作。

稳经济也是稳财源。要求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点名”4个沿海省完成财政上缴

任务，不能以“中央向地方要钱”来曲解，而要看到此举实际上是出于稳经济大

盘的重要考量。一方面，这4个沿海省份的发展重心都是制造业，稳住这4个省份

的发展意味着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得到了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做好4个沿海省的

经济发展工作，将辐射至整个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带动几个重

点区域的发展。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4、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精准，聚焦“保交楼、稳民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近日出台措施，完善政策工具

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

据悉，此次专项借款精准聚焦“保交楼、稳民生”，严格限定用于已售、逾期、

难交付的住宅项目建设交付，实行封闭运行、专款专用。通过专项借款撬动、银

行贷款跟进，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维

护社会稳定大局。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8/t20220816_4800106.html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8/t20220818_4805226.html


有关部门强调，“保交楼、稳民生”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法

治化、市场化原则，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落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切实维护

购房人合法权益。在做好“保交楼、稳民生”工作的同时，对逾期难交付背后存

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项目原有预售资金被挪用的，追究有

关机构和人员责任。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5、特殊会议、紧急让电，亿万川渝民众战高温

因为汛期反枯，三峡水库于8月16日12点加大下泄，向长江中下游补水，根据测

算，此后5日将为长江中下游补水约5亿立方米。

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之下，川渝两地8月中旬开始大规模有序用电，政策方面主要

是限制工业用电，优先保障民生，有部分地区出现民用电供应紧张。川渝两地，

成千上万家企业响应“让电于民”的政府号召。

（来源：经济观察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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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n.com/stock/djjd/202208/t20220820_4810356.html
http://www.eeo.com.cn/2022/0819/5502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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