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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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46 2.08%

深证成指 11628.31 3.88%

创业板指 2458.26 5.85%

沪深 300 4089.57 2.21%

中小 100 8024.39 4.08%

恒生指数 21082.13 1.86%

标普 500 4108.54 -1.20%

数据来源：WIND，2022-5-30至 2022-6-2

本周（2022-5-30 至 2022-6-2）市场继续强势震荡上行。截至上周收盘，上证指

数上涨 2.08%，收报 3195.46 点；深证成指上涨 3.88%，收报 11628.31 点；创业

板指上涨 5.85%，收报 2458.26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5-30 至 2022-6-2)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6 个行业上涨，5 个行业下跌。其中，

电力设备、汽车和电子涨幅居前，煤炭、房地产和建筑装饰跌幅居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5-30 至 2022-6-2)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253.44 20.60

本月合计 44.30 15.18

本年合计 32.69 1,291.94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4,415.94 2.79% 3.74%

陆股通 22,564.24 2.57% 3.45%

QFII/RQFII 1,851.71 0.21% 0.28%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6-2)

一周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继续强势震荡上行，并突破了前期压力位。盘面上多点开花，国企改

革题材、汽车板块、半导体芯片、新能源轮番表现。风格方面，科创板、创业板

为代表的成长风格上周跑赢上证 50、中证红利为代表的价值风格。

消息方面：

1. 国务院发布《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包括了 6个方面 33 项

具体措施，稳增长持续深入推进，对经济形成有力支撑；

2. 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组织开展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多个城市相继发

布了新能源购车补贴、减免政策，汽车板块继续强势表现，申万汽车指数单周上

涨超 7%、4 月 27 日以来上涨 33.87%；



3. 发改委、能源局发布《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到 2030 年

我国风电、光伏总装机量超过 12 亿千瓦，新能源板块发力上涨；

市场自 4月底逆转以来持续反弹，目前重新回到 3月中旬至 4月中旬的密集成交

区域，近期市场各方观点分歧较为明显：乐观派认为政策的持续超预期加上经济

数据下滑幅度放缓预示着基本面形势将逐渐改善；谨慎派认为目前还未看到明确

的经济复苏信号、需要等待更有力的证据确认。短期的涨跌很难准确判断，但从

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当下仍处于历史较低的估值区间，建议在有一定基础仓位的

前提下采用定投或分批加仓的方式，积极布局。

一周财经事件

1、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5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将推动新能源在工业和建筑领域应用。到

2025年，公共机构新建建筑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50%。

《实施方案》指出，要实现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

以上的目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必须更好发挥新能源在

能源保供增供方面的作用，助力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2、打通卡点堵点，加快重点领域复工达产

5 月 31 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

通知》。《通知》提及，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 6方面 33 项政策。

具体来看，《通知》提出了“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面向小微企业的

价格扣除比例由 6%~10%提高至 10%~20%”“将大型企业稳岗返还比例由 30%提至

50%”“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可按

https://www.stcn.com/stock/djjd/202205/t20220531_4599377.html


每人不超过 1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等切实举措。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原文链接）

3、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升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同步回

升，分别为49.6%、47.8%和48.4%，虽低于临界点，但明显高于上月2.2、5.9和

5.7个百分点。表明近期疫情形势和国际局势变化等因素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

击，但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我国经济景气水平较4

月份有所改善。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升

5月份，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复工复产逐步推进，制造业PMI在4月份较低基数

水平上回升至49.6%。调查的21个行业中，PMI位于扩张区间的行业由上月的9个

增加至12个，制造业景气面呈现积极变化。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明显回升

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7.8%，高于上月5.9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

水平明显改善。

三、综合PMI产出指数恢复性回升

5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48.4%，高于上月5.7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

营景气水平有所恢复。构成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

活动指数分别为49.7%和47.8%。

（来源：国家统计局，原文链接）

4、一路向北，追逐丰收——夏收版图北扩时

前期苗情偏弱、疫情侵扰、农资涨价……今年的夏粮生产可谓“一波三折”，面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2-05-31/2304499.html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5/t20220531_1857813.html


临诸多复杂情况。目前，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全面展开。一系列统筹

疫情防控和“三夏”生产的举措，正努力为夏粮颗粒归仓保驾护航。

随着夏粮主要作物小麦自南向北渐次成熟，联合收割机像候鸟一样一路北上。夏

收版图逐步扩大，丰收的图景也渐渐清晰。

（来源：经济参考报，原文链接）

5、欧元区5月通胀，再创历史新高

当地时间 5月 31 日，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继 4月份攀升 7.4%之后，欧元区 5

月调和 CPI 初值同比上升 8.1%，再创历史新高。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是主要驱

动力，其中 5月份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涨幅达 39.2%。面对通胀高企，欧洲央行

很可能将改变持续了近十年的负利率政策。

（来源：第一财经，原文链接）

6、逾1600家村镇银行扫描：民营占比约四成 不良率高于农商行

继2022年4月末河南、安徽两地共五家村镇银行出现“无法线上取现”风波之后，

村镇银行背后的风险问题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下。

对于如何看待村镇银行风险对银行债投资的影响？近日，华安证券研报指出，直

接影响有限，更多关注间接影响：第一，救助风险：村镇银行的风险处置方式尚

待明确，或许将更多依靠地方政府和发起银行。第二，区域风险：村镇银行风险

可能影响同一区域内的农信社、农商行、城商行等本地金融机构。第三，同类风

险：个别村镇银行风险可能引起储户对同类银行安全性的担忧。

数据显示，我国超1600家村镇银行中，民营占比约四成。

村镇银行起于2006年12月，2011年成立数量达到高峰。从村镇银行的结构与特征

看，按企业性质划分，1631家村镇银行中地方国有企业为802家、民营为724家、

http://www.jjckb.cn/2022-06/02/c_1310611554.htm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206/02/node_A01.html


中央国有企业为92家。从注册资本上看，村镇银行注册资本普遍低于1亿元，且

公众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具体来看，山东、河北、贵

州等地村镇银行数量较多，青海、福建、山西等地非国有企业性质的村镇银行占

比较高。

从不良率的角度看，数据显示，村镇银行的不良率明显高于城商行、农商行、股

份行以及国有大行。

根据《2021年度村镇银行调研报告》统计数据，2018年、2019年、2020年全国村

镇银行资产总额分别为1.51万亿、1.69万亿、1.94万亿，负债总额分别为1.33

万亿、1.51万亿、1.74万亿，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88.1%、89.3%、89.7%。净利润

分别为100.2亿元、101亿元、76.9亿元，2020年平均利润为468亿元，较上年下

降24%，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8.3%、17.2%、15.7%，不良贷款率分别为3.66%、3.7%、

4%。相比之下，华安证券研报统计，国有大行的不良率仅为1%，股份行不良率为

2%，城商行不良率为2%，农商行不良率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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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eo.com.cn/2022/0603/5377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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