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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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4.39 -2.07%

深证成指 10778.61 -2.07%

创业板指 2288.97 -0.65%

沪深 300 3804.89 -1.33%

中小 100 7354.28 -2.51%

恒生指数 17222.83 -3.96%

标普 500 3585.62 -2.91%

数据来源：WIND，2022-9-26 至 2022-9-30

节前市场继续下探，主要指数创本轮调整以来新低。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下

跌 2.07%，收报 3024.39 点；深证成指下跌 2.07%，收报 10778.61 点；创业板指

下跌 0.65%，收报 2288.97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9-26 至 2022-9-30)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3 个行业上涨，28 个行业下跌。其中，

医药生物、美容护理、食品饮料上涨，国防军工、有色金属和石油石化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9-26 至 2022-9-30)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30)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58.38 60.17

本月合计 -112.31 311.38

本年合计 522.12 2,134.92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30)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1,611.29 2.56% 3.40%

陆股通 21,611.29 2.56% 3.40%

QFII/RQFII 0.00 0.00% 0.00%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30)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30)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9-30)

一周市场观点

节前市场继续下探，主要指数创本轮调整以来新低，上证指数临近 3000 点整数

关口，上证 50 已经低于四月份最低点，沪深 300 也只有一步之遥，中小盘股距

离四月份最低点仍有一定距离，但上周跌幅居前。

上周的几个重要事件有：

1. 周四，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符合条件的城市政府，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底前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

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此举被市场解读为“向楼市定向降息”。

2. 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美元指数大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下

跌，周三曾一度跌至 7.25，为 2008 年以来最低，市场担忧汇率压力可能会对国

内经济和政策空间造成一定的干扰。关键时刻，央行、外汇管理局重磅发声：外

汇市场事关重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不要赌人民币



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久赌必输；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消息面

振奋，下半周汇率出现短期企稳迹象。

总体而言，临近长假和重要会议，市场情绪偏观望，成交量下降、做多资金也暂

未有所行动。

周二有关于防疫政策和医疗器械的两则消息在市场中传播，引发短期反弹。消息

未经实证，但反映出市场的敏感度比较高，并不缺乏乐观和做多的力量。从另一

角度来看，股指期货的贴水近期有所收窄，对比今年三月份和四月份市场恐慌时

贴水扩大，同样反映出当下市场虽然持续阴跌，但情绪并不低落。

从沪深 300 等大盘指标来看，当前市场处于历史低位，再看空已经意义不大，中

长期来看市场性价比凸显。国庆假期来临，回顾历史上我们曾经面临过、但最终

一一战胜的诸多挑战，更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一周财经事件

1、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电视会议强调，保持稳定是第一要义，坚决抑制汇率

大起大落

9月27日，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电视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较2021年末基本持平。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但贬值幅度仅为同期美元升值幅度的一半；人民币

对欧元、英镑、日元明显升值，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强势货币之一。

会议强调，外汇市场事关重大，保持稳定是第一要义。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拥有坚实基础。相较于许多经济体面临滞胀风险，我国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

势，物价水平基本稳定，贸易顺差有望保持高位，随着宏观政策效应显现，经济

基本盘将更加扎实。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合中国国情，可以充分发挥市场

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历史上经受住了多轮外部冲击的考验，人民银行积累

了丰富的应对经验，能够有效管理市场预期。

会议强调，当前外汇市场运行总体上是规范有序的，但也存在少数企业跟风“炒

汇”、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等现象，应当加强引导和纠偏。必须认识到，汇率的点



位是测不准的，双向浮动是常态，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久赌必输。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2、部分城市首套房贷利率下限阶段性放宽

9月29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符合条件的城市政府，可自主决定在2022年底前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新

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通知明确，对于2022年6至8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均连续下降的

城市，在2022年底前，阶段性放宽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二套

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按照“因城施策”原则，

符合上述条件的城市政府可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及调控要求，自主决定

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指导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配合实施。

业内专家认为，这一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利于支持城市政府“因城施策”用足用

好政策工具箱，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当地政策范围内，银行和客户

可协商确定具体的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水平，有利于减少居民利息支出，更

好地支持刚性住房需求。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3、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宏观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国家统计局9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6%和50.9%，均连续4个月高于临界点。

“三大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我国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专家认为，制造业PMI继续回升且重回荣枯线之上，表明经济回升态势进一步明

确。伴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供需两端有望继续回升，经济料延续恢复态势。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693344.html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09/t20220930_6301008.html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4、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延期实施至明年底

9月 26 日，中国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公告明确，对购置日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已两次延期实施、今年底到期的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再延期实施至明年

底，预计新增免税 1000 亿元。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原文链接）

5、“黄金十年”谱华章，公募迈步新征程

“这是公募基金的‘黄金十年’！”多家公募基金掌门人笃定地说。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规模

达27.06万亿元，首次突破27万亿元大关，基金产品数量突破1万只，达10123只。

十年来，从1173只到10123只，公募基金产品数量增加近9000只；从2.87万亿元

到27.06万亿元，公募基金规模增加了8倍有余。

规模的迅猛增长也让公募基金成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以及社会公众

分享资本市场红利的有力工具。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

度末，公募基金持有5.95万亿元A股市值，占A股流通市值的8.93%。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6、央行专项再贷款扩容，制造业等领域市场需求有望扩大

中国人民银行28日宣布，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专项支持金融机构以不

高于3.2%的利率向制造业、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设备更新

改造提供贷款。

据介绍，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额度为2000亿元以上，利率1.75%，期限1年，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0/t20221001_6301241.html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209/27/node_A01.html
https://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09/29/nw.D110000zgzqb_20220929_4-A01.htm


可展期2次，每次展期期限1年，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

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金融机构，按照金融机构

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本金100%提供资金支持。另外，专项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为

教育、卫生健康、文旅体育、实训基地、充电桩、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新型基础

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等

10个领域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

（来源：经济参考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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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jjckb.cn/2022-09/29/c_13106666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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