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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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箭”发力，打通助企纾困“最后一公里” ......................................6

2、央行银保监会出台金融支持房地产 16 条措施 ............................................6

3、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 亿元，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7

4、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 23 家银行开通相关业务 ...........................................8

5、国家统计局：1-10 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结构继续改善 .................................8

2022 年第 45 期

11 月 21 日-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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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69 0.14%

深证成指 10904.27 -2.47%

创业板指 2309.36 -3.36%

沪深 300 3775.78 -0.68%

中小 100 7309.40 -3.03%

恒生指数 17573.58 -2.33%

标普 500 4026.12 1.53%

数据来源：WIND，2022-11-21 至 2022-11-25

市场主要指数涨跌不一。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14%，收报 3101.69 点；

深证成指下跌 2.47%，收报 10904.27 点；创业板指下跌 3.36%，收报 2309.36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11-21 至 202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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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建筑装饰、煤炭涨幅居前，社会服务、计算机、传媒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11-21 至 2022-11-25)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25)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74.48 -13.57

本月合计 491.31 387.25

本年合计 440.43 3,198.21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25)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3,046.70 2.63% 3.50%

陆股通 21,365.17 2.43% 3.24%

QFII/RQFII 1,681.53 0.19% 0.26%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25)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25)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1-25)

一周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继续分化，受到消息面影响，价值股、中字头表现较为强势，成长股、

小盘股有所回调。总体而言：全 A指数本周下跌 1.35%，两市成交额持续回落到

7400 亿左右，北上资金净流入 74 亿元。

消息方面：

1. 金融系统领导频发声：证监会主席表示，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

系；上交所总经理表示，将继续深入推进科创板建设，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深交所总经理表示，市场对国企的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仍有待提升。

2. 国务院常务会议于 11 月 22 日召开，会议提到：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适时适度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周五盘后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0.25 个百分

点。央行有关发言人表示，此次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 亿元。

3. 央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

的通知》，提出：对国有、民营等各类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支持个人住房贷款



合理需求；支持各地在全国政策基础上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4. 个人养老金基金业务正式上线，资本市场再添长期资金助力。

5. 近期国内疫情波及面有所扩大，各地根据“防疫二十条”精神，坚定不移坚

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结合本地疫情实际情况，积极优化调整防疫措施。

在政策工具箱持续发力、防疫手段不断优化的背景下，形势逐渐变得更加明朗。

展望未来，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有望在波动中走向复苏，建议更加关注权益类资

产的配置。

一周财经事件

1、“三支箭”发力，打通助企纾困“最后一公里”

针对部分民营企业遇到的融资难问题，2018年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从信贷、

债券、股权三个融资渠道采取“三支箭”的政策组合，支持民营企业拓展融资。

作为“第二支箭”，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有效地缓解了民营企业的信用收

缩问题，促进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恢复，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在明确“第

二支箭”延期并扩容后，11月10日，交易商协会便受理龙湖集团200亿元储架式

注册发行，中债信用增进公司同步受理企业增信业务意向。目前，中债信用增进

公司增信民营房企发债融资工作已纳入“第二支箭”统筹推进。

除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发力外，“第一支箭”——信贷支持也在持续发挥

效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呈现出量增、面扩、价降的积

极变化。

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等方式，为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

业提供长期、成本适当的资金。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方面，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增加支小再贷款额度1.49万亿元，下调再贷款利率0.75

个百分点，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民营企业信贷投放。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2、央行银保监会出台金融支持房地产 16 条措施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1/t20221121_6309231.html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日前发布《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工作的通知》，从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积极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等六

个方面提出16项具体措施。

在房地产融资方面，《通知》提出，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鼓励金融机构重

点支持治理完善、聚焦主业、资质良好的房地产企业稳健发展。金融机构要合理

区分项目子公司风险与集团控股公司风险，在保证债权安全、资金封闭运作的前

提下，按照市场化原则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11月23日，多家国有大行宣布与部分房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例如，农业银行与

中海发展、华润置地、万科集团、龙湖集团、金地集团五家房企举行银企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银企各方均表示，将以本次签约为契机，共同维护住房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携手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和平稳健康发展。

《通知》明确，积极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提供“保

交楼”专项借款和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

展银行按照有关政策安排和要求，依法合规、高效有序地向经复核备案的借款主

体发放“保交楼”专项借款，封闭运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持已售逾期难交

付住宅项目加快建设交付。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3、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中国人民银行11月25日宣布，决定于2022年12月5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答记者问时表示，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

专家认为，此次降准将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为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扩展

空间，还有助于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信贷投放，稳增长保就业。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1/t20221124_6309978.html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1/t20221126_6310406.html


4、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 23 家银行开通相关业务

11月25日，人社部宣布，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36

个先行城市或地区启动实施。

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3

家银行首批获得个人养老金业务开办资格。多家银行表示，同日正式上线个人养

老金相关业务，涵盖资金账户开立、缴存、领取、产品购买等内容，为用户提供

一站式服务。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5、国家统计局：1-10 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结构继续改善

国家统计局11月27日公布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69768.2亿元，同比下降3.0%。

工业企业营收保持较快增长，利润同比下降。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由涨转

降等因素影响，企业营收增速较1-9月份有所放缓；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0%，

降幅较1-9月份扩大0.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分析，总体看，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结构继续

改善，部分中下游行业利润回升明显。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工

业企业效益恢复面临较大压力。下一步，要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

面落地见效，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快释放消费需求，落实落细惠企纾

困政策，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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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1/t20221126_6310412.html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1/t20221127_6310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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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