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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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80 5.31%

深证成指 11187.43 7.55%

创业板指 2451.22 8.92%

沪深 300 3767.17 6.38%

中小 100 7648.52 8.27%

恒生指数 16161.14 8.73%

标普 500 3770.55 -3.35%

数据来源：WIND，2022-10-31 至 2022-11-4

上周A股市场在经历了持续下探后强势反弹。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上涨5.31%，

收报 3070.80 点；深证成指上涨 7.55%，收报 11187.43 点；创业板指上涨 8.92%，

收报 2451.22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10-31 至 2022-11-4)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全部上涨。其中，汽车、食品饮料和社会服

务涨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10-31 至 2022-11-4)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4)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50.11 315.19

本月合计 40.01 266.87

本年合计 -10.88 3,077.83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4)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2,754.24 2.60% 3.48%

陆股通 21,075.49 2.41% 3.22%

QFII/RQFII 1,678.75 0.19% 0.26%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4)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4)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4)

一周市场观点

A 股市场在经历了持续下探后强势反弹，上证指数收复 3000 点关口，新能源、

大消费涨幅居前，市场成交额时隔 2个月再度突破万亿。

消息方面：

1.《人民日报》11 月 4 日刊发刘鹤署名文章《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文章指出，找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点，系统有力精准施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

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2.三季报披露，部分企业业绩坚挺。随着三季报披露完毕，部分龙头企业综合三

季报及销售市场表现看，当前基本面并未出现明显的恶化。

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本周美联储再次大幅加息 75 个基点，将联邦基

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提升至 3.75%-4%，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



示未来每次加息的幅度可能会放缓到 50BP 甚至 25BP，但现在考虑暂停加息还为

时尚早。

上周市场反弹是前期积累一定跌幅的基础上，加上短期情绪催化的结果，后续市

场是否迎来反转还需观察。但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当前股票相对债券的性价比凸

显，值得积极关注。

短期内，重点关注受益于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信创、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军

工等。从中长期来看，市场风格如何转变有待进一步的明确信号，如果国内经济

预期好转，或出现政策利好，市场风格将偏向价值，消费、地产弹性更大；如果

美国政策预期转向，美国实际利率见顶，美元见顶，将更加利好成长风格的表现。

一周财经事件

1、科创板开启做市交易 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再创新

资本市场改革再下一城！10月31日，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正式启动。这是境

内主要股票市场首次引入做市商机制，标志着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改革更加深

入、系统，有利于推进科创板高质量发展，持续激发“试验田”功效。更重要的

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遵循“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

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顶层设计，更系统、更具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将行

稳致远。

做市商制度是国际成熟证券市场的常见制度安排，结合科创板自身发展实际，优

化设计、适时推行，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现实情况。经过3年多的实践，科创板上

市、交易等制度设计持续优化，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在竞价交易基础上引入做市

商制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有助于提升科创板股票流动性、释放市场活力、增

强市场韧性，也有利于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2、10 月 PMI 数据公布 造业景气面总体稳定

https://www.cs.com.cn/tj/02/01/202210/t20221031_6305216.html


国家统计局当日公布数据显示，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比

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10月高耗能行业中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比重为

56.7%，高于总体3.9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PMI为48.8%，低于上月1.8个百分点，

降至收缩区间，是制造业景气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赵庆河分析。

在调查的21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1个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面总体稳定，多

数行业预期稳定。

专家表示，当前经济恢复虽有所波动，但积极因素正在积蓄，随着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和接续措施持续推进，经济回稳基础有望不断夯实，经济韧性将继续显现。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3、抗通胀效果不达预期 美联储加息战线显著拉长

当地时间11月2日，美联储11月议息会议如期加息75个基点，加息后的联邦基金

利率达3.75%～4%的新目标范围，为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鲍威尔接连泼冷水，使得紧缩预期再度升温。鲍威尔认为，随着政策利率已

升至4%，未来比加息的速度更为重要的是加息的高度和持久度。鉴于就业与通胀

数据依旧强劲，未来利率的高点将更高，利率停留在高位的时间也将更长。

根据鲍威尔的言论，外界预计在12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政策制定者对利率峰

值的预期中值将上调至5.125%。由此，市场上反复出现的鸽派预期也走向破灭，

推动资本市场股债双杀。纳斯达克指数单日跌幅超过3%，10年期美债收益率由此

前一度跌破4%上行至4.12%，而美元指数上行，重返112关口上方。

实际上，从美联储关注的三个关键指标看，美国的通胀依旧高烧不退。9月美国

新增非农就业岗位26.3万个，失业率降至近50年最低水平的3.5%。当月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2%，核心CPI同比上涨6.6%，为40年来最大涨幅。美联

储首选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9月同比增长6.2%；核心PCE

指数同比增长5.1%，依旧停留在近40年高位的水平。

然而，在美联储进一步紧缩货币时，美国政府却在不断进行财政扩张，希望通过

产业政策进行财政刺激，在《通胀削减法案》中大幅增加本土光伏材料、风电领

域消费，扶持补贴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并且仍对进口商品保持高关税政策。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1/t20221101_6305415.html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4、联通腾讯子公司新设合营公司获批

11月2日下午，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10月27日发布的《2022年10月17日-10

月23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显示，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深

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获无条件批准，审结时间为10月18

日。

受此消息影响，中国联通昨日午后开始放量拉升，不久封上涨停板，股价报收3.75

元。中国联通也带动了通信概念股的异动拉升。而在港交所上市的腾讯控股因台

风港股休市，股价表现尚未反映。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联通和腾讯合作此前就是

混改领域的风向标，这次混改效果进一步显现。“双方成立合营公司均属于战略

性投资，避免了财务性投资中混而不改的弊端。从股权结构看，合营公司为三方

持股，是一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共同控股更有看点，避免了央企国企的一

家独大，合营公司可以更好地市场化经营。此外，本次混改需要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审批，此前比较少见，体现了对资本的合理引导。”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5、5000 余只基金 10 月以来净值上涨 医药信创主题基金显著“回血”

10月以来，市场呈现震荡态势，指数下跌幅度收窄，行业分化凸显。在此背景下，

基金收益呈现复苏态势，5000余只基金产品10月以来净值实现上涨，医药、信创

主题基金涨势突出，20余只基金近一个月来涨逾20%。

展望后市，机构认为，当前A股估值处于历史相对偏低的位置、市场谨慎预期逐

步释放以及上市公司三季报披露等因素，共同促进了市场信心的提振，新能源、

高端制造等板块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715317.html
https://epaper.stcn.com/col/202211/03/node_A001.html
http://www.jjckb.cn/2022-11/03/c_1310672741.htm


6、五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 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递延纳税

优惠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4日联合发布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

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同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明确，自2022年1月1日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实施办法》规定，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应当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APP等全国

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商业银行渠道，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后，

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关于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暂行办法》明确，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参照个人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项下Ⅱ类户管理。此外，商业银行对资金账户免收年费、账户

管理费、短信费、转账手续费。

在缴纳额度方面，《实施办法》明确，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12000

元，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纳，缴费额度按自然年度累计，次年重新计算。

《实施办法》还规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

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

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

（来源：中国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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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per.cs.com.cn/zgzqb/html/2022-11/05/nw.D110000zgzqb_20221105_3-A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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