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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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6.14 1.76%

深证成指 11219.79 2.89%

创业板指 2383.32 3.20%

沪深 300 3870.95 2.52%

中小 100 7489.80 2.47%

恒生指数 18675.35 6.27%

标普 500 4071.70 1.13%

数据来源：WIND，2022-11-28 至 2022-12-2

市场主要指数全面上涨。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1.76%，收报 3156.14 点；

深证成指上涨 2.89%，收报 11219.79 点；创业板指上涨 3.20%，收报 2383.32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11-28 至 2022-12-2)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30 个行业上涨，1 个行业下跌。其中，

社会服务、食品饮料、美容护理涨幅居前，煤炭下跌。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11-28 至 2022-12-2)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2)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265.07 90.90

本月合计 155.44 7.82

本年合计 705.50 3,776.44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2)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3,872.59 2.66% 3.54%

陆股通 22,199.46 2.48% 3.29%

QFII/RQFII 1,673.13 0.19% 0.25%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2)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2)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2)

一周市场观点

本周市场下探回升，周一低开后在多重利好作用下震荡上行，上证指数、沪深

300 创四季度以来新高，创业板指仍在相对低位震荡。31 个申万一级行业除煤炭

外全部上涨，社会服务、食品饮料、商贸零售等受益于防疫措施优化的板块涨幅

居前。

值得关注的方面：

1. 【房地产】11 月 28 日，房地产“第三支箭”落地，随后多家房企披露再融

资计划，供给侧政策“应出尽出”。

2. 【降准】根据此前央行公告，下周一（12 月 5 日）市场将迎来降准——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 0.25 个百分点。

3. 【防疫】“防疫优化 20 条”出台之后，多地积极落实“快封快解、应解尽解”

要求，努力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例如北京朝阳区宣



布陆续解封符合条件的高风险区 300 余个、广州等地也发布了解除临时管控区的

公告。

4. 【美联储】本周三晚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讲话，证实自今年 12 月开始

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会放缓，市场将其解读为偏鸽派。美联储加息进入尾声、甚

至如果在明年晚些时候重启宽松，有利于提升资本的风险偏好，尤其对白马股和

港股的估值回升将是好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11 月中旬以来，我们陆续看到防疫政策调整、地产融资政策

恢复、美国加息节奏有望放缓。重要的政策拐点已经出现，当前阻碍市场进一步

上行的问题在于疫情反复、需求不足、美国加息等约束仍在，但最差的时候已经

过去了，短期因疫情反复的下跌在我们看来都是加仓机会。市场的进一步上行有

待经济复苏预期的验证，可以关注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时间节点的定调。

一周财经事件

1、证监会出台调整优化房企股权融资五项措施

恢复涉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

调整完善房地产企业境外市场上市政策、进一步发挥REITs盘活房企存量资产作

用、积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用，证监会11月28日宣布，调整优化涉房企业

五项股权融资措施，即日起施行。

业内人士指出，近期，组合式的金融支持房地产政策举措加快出台。此次五项股

权融资措施的重要意义在于，将进一步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优质房企

资产负债表，从而在促进房地产市场防范风险、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助力稳定经

济大盘。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2、资金利率再升扰动债市，回归政策利率大势所趋

尽管上周五人民银行宣布即将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给市场带来了维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的政策暖意，但受临近月末等因素影响，本周以来，短端资金利率再度

https://www.cs.com.cn/xwzx/202211/t20221129_6310760.html


快速回升，债市依然处于波动调整中。

随着年末脚步的临近，资金面变化的动向受到市场持续关注。分析人士认为，降

准消息落地后，短期看，资金面波动已经有所平复，但年底波动或仍有放大的可

能，对债市的扰动仍在；未来，银行间存款类金融机构7天期质押式回购（DR007）

利率向同期限政策利率回归是大势所趋，债券市场收益率的上行将成为必然。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3、多个超特大城市同步调整防疫措施

多个超大特大城市几乎在11月30日同一天对防疫措施进行优化。

恢复流动性方面，广州多区解除临时管控区，重庆宣布中心城区逐步放开，郑州

也开始解除流动性管理；隔离方面，深圳提出不以时空伴随作为判定密切接触者

的标准，广州、重庆、郑州都宣布符合条件密接可居家隔离；核酸检测方面，北

京和郑州宣布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如无外出需求可不参加社区核酸筛查。除了上

述超大特大城市，河北省会石家庄也在10天的全员核酸筛查后，宣布开始有序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卫健委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专家对优化完善防

控措施的意见建议。她指出，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

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

治、隔离等措施，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

准备。又指出，坚持稳中求进、走小步不停步，主动优化完善防控政策，是我国

疫情防控的一条重要经验。

（来源：第一财经，原文链接）

4、11月制造业PMI为48%，稳经济政策正持续发力

国家统计局11月30日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8.0%，

较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但仍有部分行业保持扩张，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食品

及酒饮料精制茶、医药、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PMI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继续

https://epaper.stcn.com/col/202212/01/node_A001.html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212/02/node_A01.html


位于景气区间，市场需求保持增长，企业对行业发展较为乐观；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46.7%，比上月下降2.0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后续逆周期调节将继续加力，经济运行的有利因素会进一步积聚，推

动供给恢复和需求回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5、银保监会：开展养老保险公司商业养老金业务试点

银保监会网站12月1日消息，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关于开展养老保险公司商业养老金业务试点的通知》，决定自2023年1月1日起开

展养老保险公司商业养老金业务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通知》明确，商业养老金业务包括养老账户管理、养老规划、资金管理和风险

管理等服务，可满足客户生命周期内多样化养老需求。参与试点的4家养老保险

公司为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试点区域为北京市、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广东省、四川省、陕西省10

个省（市）。

银保监会表示，将密切跟踪试点进展，适时推广试点经验，推动养老保险公司更

好服务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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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s.com.cn/xwzx/hg/202212/t20221201_6311211.html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2/t20221202_63113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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