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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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9.26 1.42%

深证成指 11015.99 1.53%

创业板指 2346.77 2.65%

沪深 300 3871.63 1.13%

中小 100 7340.34 1.39%

恒生指数 19781.41 0.96%

标普 500 3839.50 -0.14%

数据来源：WIND，2022-12-26 至 2022-12-30

市场主要指数全面上涨。截至周五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1.42%，收报 3089.26 点；

深证成指上涨 1.53%，收报 11015.99 点；创业板指上涨 2.65%，收报 2346.77

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2-12-26 至 2022-12-30)

行业板块方面，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25 个行业上涨，6 个行业下跌。其中，

国防军工、公用事业、美容护理涨幅居前，房地产、建筑材料、食品饮料跌幅居

前。



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2-12-26 至 2022-12-30)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30)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29.02 72.24

本月合计 350.13 84.22

本年合计 900.20 3,358.95



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30)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3,834.22 2.72% 3.60%

陆股通 22,161.09 2.53% 3.34%

QFII/RQFII 1,673.13 0.19% 0.25%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30))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30)



成交情况

近 30 日 A 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截至 2022-12-30)

一周市场观点

2022 年最后一周，市场走出反弹，科创板、创业板领涨，各大指数周线均收红。

回顾 2022 年，在内外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A 股市场走势颇为曲折。全年上证

指数下跌 15.13%、沪深 300 下跌 21.63%、创业板指下跌 29.37%。北上资金全年

净流入 900 亿元，长期流入趋势不改，但在 4月和 10 月曾两次出现阶段性持续

流出、加剧了市场的短期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权益基金整体水平的万得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全年下跌

20%左右（截至 2022.12.30 为-21.03%）。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1）从估值的角度，上证 3000 点附近，A股市场处于

历史估值的低位，优质资产的性价比凸显；（2）从基本面的角度，随着中国共

产党 20 大胜利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

基调、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正开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站在 2023 年



的伊始，我们理应更加乐观。

正如《南方周末》2023 新年献词中写道的：总有奋不顾身的相信，总要坚韧恒

久的勇气。确信不可见的真理，才能守护历历在目的当下；眺望尚未定型的将来，

才能聚拢掌心跃动的火光。春天终将回馈每一个在冬天里的抱薪者、坚守者、发

光者。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一周财经事件

1、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12月26日晚间，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另据当天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最

新通知，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告显示，经国务院批准，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采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

措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再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

疫传染病管理。

当天一同发布的《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提出

十二条主要应对措施，包括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加大医疗资

源建设投入、分级分类救治患者、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优化中外人员往来管

理等。

（来源：证券时报，原文链接）

2、科技股年度史诗级崩塌 2023年剧情反转？

2022年1月3日，美股首个交易日，苹果盘中市值一度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

首家突破这一大关的上市公司。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过去十年一路“躺赢”的科

技股将在2022年“翻车”。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762648.html


今年还剩两个交易日，纳斯达克指数从年初至今累计下挫35.3%，势将打破此前

三年的连涨纪录，并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差年度表现。同期，道指累计跌

幅仅为9.5%，标普500指数今年累计下跌20.6%。

美联储激进加息和美债收益率走高，侵蚀成长型公司未来现金流价值，成为成长

股的估值杀手，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在美股主要指数中跌幅最大，而与实体经济

更为相关的道指则表现相对较好，避险资金涌入能源、必需消费品和医疗等板块，

为道指带来支撑。

（来源：第一财经，原文链接）

3、扩大资本项目流入 债券市场开放提速

为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今年以来，债市推出实质性举措。

5月，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

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确认以法人机构为对象的市场准入机制，允许境外投资

者通过一次性登记进入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

11月，人民银行与外汇局联合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

规定》，对业务登记、资金汇兑、外汇套保等作出了安排，并明确了境外机构投

资者可自主选择汇入币种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等多项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措施。

在便利境外机构投资债市的同时，今年以来，熊猫债相关管理措施不断完善。

7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开展熊猫债注册发行机制优化试点的通

知》，从“多品种统一注册（DFI）”便利、统一境外企业信息披露要求、试点

“增发机制”、为熊猫债引入“常发行计划”四方面提高熊猫债注册发行效率。

12月，人民银行、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资金管理有关事

宜的通知》，统一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熊猫债资金登记、账户开立、资金汇兑及

使用等管理规则，完善熊猫债外汇风险管理，明确发债募集资金可留存境内，也

可汇往境外使用等。

开展香港与内地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深交所启动大湾区债券平台跨境债

券产品挂牌服务试点工作……今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https://www.yicai.com/epaper/pc/202212/30/node_A01.html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4、拾级而上 500 阶 科创板开启新征程

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家公司挂牌揭开了科创板的序幕，此后科创板稳步发展：

IPO融资规模近7600亿元，再融资规模超1000亿元，总市值约6万亿元，占A股总

市值的7.5%左右，其中总市值千亿元以上的公司有7家。这个A股市场的年轻板块

已成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重要且充满活力的一部分。

三年半的发展历程，科创板定位于“硬科技”，实现了六大战略性产业集群式发

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占比近半，汇集了一批标杆型公司。上市公司总

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63%和52%，积极

助力了创新驱动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

随着萤石网络、清越科技两家公司成功挂牌，沪市科创板上市总家数达到了“500

家”。三年半时间，一步一个脚印，科创板终于跨越了500级台阶，达到新的里

程碑。

（来源：中国证券报，原文链接）

5、重点城市打前阵 购房政策将继续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而在着力扩大国内

需求方面，又将支持住房改善消费放在首要位置，充分体现了住房消费的重要作

用。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要持续优化需求侧管理，加大对刚需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金融支持力度。要着力改善预期，扩大有效需求，比如：在住

房消费等领域还存在一些妨碍消费需求释放的限制性政策，这些消费潜力要予以

释放。

从近期杭州、成都、南京、武汉、佛山、东莞、重庆等重点二线城市密集松绑限

购、限贷政策来看，新一轮需求端限制性政策优化已经开始。可以预期的是，2023

年更多重点城市将加快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下

因城施策，持续优化影响住房需求释放的限制性政策，包括放开限购、放宽首套

https://www.cs.com.cn/xwzx/hg/202212/t20221226_6315295.html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763473.html


房认定标准和普通住宅认定标准、下调二套房首付比例等，支持需求端特别是改

善性住房消费的释放。

（来源：证券时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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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n.com/article/detail/765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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