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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降准后，A 股情绪转暖 

投资策略建议：  

上周上证指数震荡后上行，一周涨 1.66%至 3666.35 点。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 3.14%报 5055.12

点。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2112 涨跌幅 3.56%至 5073 点，最新较现货升水 17.88 点。央行宣布，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 

国内经济数据，物价方面，PPI 与 CPI 剪刀差缩小；金融数据低于预期；外贸持稳。中央政治局会

议分析研究 2022 年经济工作，表示明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 

海外，美国 10 月贸易帐逆差缩窄。澳大利亚、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巴西央行加息。 

受经济动能减弱及工业品价格大幅波动冲击，A 股延续震荡走势，板块分化。建议震荡思路对待。 

 

	  

新的一周国内财经日历： 

2021-12-13 12 月 13 日电解铝、锌锭库存 

2021-12-15 11 月国内信贷；11 月工业、投资、消费数据 

2021-12-16 甲醛、甲醇、尿素等开工率 

2021-12-17 国内铁矿石港口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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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一周行情（12 月 6 日-12 月 10 日） 

一周，上证指数震荡后上行，一周涨 1.66%至 3666.35 点。两市成交额连续 36 个

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 3.14%报 5055.12 点，成交 1.79 万亿元。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2112 涨跌幅 3.56%至 5073 点，最新较现货升水 17.88 点，

周成交 36.11 万手。 

12 月 8 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双创下三年半以来新高。据上海证券

报在业内人士看来，外贸保持高景气度与市场主体结汇需求旺盛，是支撑本轮人民币汇

率走强的主要推动力。12 月 9 日晚间，央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准 2 个百分点至

9%，人民币应声走贬。 

 

∟.股市热点 

A 股史上“最贵新股”出炉。科创板禾迈股份公布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557.8 元/股，该发行价超越今年 8 月份上市的义翘神州，刷新 A 股新股最高发行

价纪录。 

 

∟.宏观热点事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分析研究 2022 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

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明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 

 

∟.国内经济及政策 

经济数据：物价方面，PPI 与 CPI 剪刀差缩小；金融数据低于预期；外贸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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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1 月 PPI 与 CPI“剪刀差”缩小。11 月份，中国 CPI 同比上涨 2.3%，涨幅

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并创 15 个月新高，环比则上涨 0.4%；PPI 同比上涨 12.9%，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环比持平。统计局表示，11 月份，随着保供稳价政策

落实力度不断加大，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PPI

涨幅有所回落。 

11 月金融数据低于预期，M2 余额同比增长 8.5%，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61 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 4786 亿元。 

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5.3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超过去年

全年的 32.16 万亿元水平，稳的势头持续巩固。 

11 月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6.3，比 10 月上升 0.2 点。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分析

指出，国内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市场主体活跃。 

政策：本币降准，外币升准；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下调。 

央行自 12 月 7 日起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 

央行宣布，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决定于 12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

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8.4%。 

央行宣布，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决定自 12 月 15 日起，上调金融机

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由现行的 7%提高到 9%，人民币应声走贬。 

中国 11 月外汇储备 32223.86 亿美元，环比增加 47.72 亿美元，为连续两个月回

升；黄金储备报 6264 万盎司，与上个月持平。 

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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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发布《经济蓝皮书》认为，2022 年适度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注

重做好跨周期调节。 

 

∟.海外经济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最新调查显示，美国通胀率超过美联储目标水平的势头将至

少再持续两年。 

11 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8%，符合市场预期；同比上涨 6.8%，涨幅继续扩大，

为 1982 年以来最高水平。11 月核心 CPI 环比涨 0.5%，同比涨 4.9%，为 1991 年 7

月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 10 月贸易帐逆差 671 亿美元，为 1 月以来最低逆差，预期逆差 668 亿美元，

前值逆差 809 亿美元。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协议法案，允许参议院只要简单多数票即可提高美国债务

上限。随后，美国参议院以 64 票-36 票通过加快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 

欧元区第三季度季调后 GDP 终值同比增 3.9%，预期 3.7%，初值 3.7%。 

欧洲央行副行长金多斯表示，欧元区目前的高通胀回落至 2%的目标水平需要比此

前预期更长的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能即将下调对欧元区的增长预测。 

澳洲联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加拿大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0.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巴西央行加息 150 个基点至 9.25%，符合市场预期。 

日本央行副行长雨宫正佳表示，当前不需要调整日本货币宽松措施。因潜在物价压

力正在逐渐上升，经济前景面临的不确定性非常高，很难预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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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展望与建议 

上周上证指数震荡后上行，一周涨 1.66%至 3666.35 点。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

3.14%报 5055.12 点。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2112 涨跌幅 3.56%至 5073 点，最新较现

货升水 17.88 点。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上调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 

国内经济数据，物价方面，PPI 与 CPI 剪刀差缩小；金融数据低于预期；外贸持稳。

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 2022 年经济工作，表示明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 

海外，美国 10 月贸易帐逆差缩窄。澳大利亚、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巴

西央行加息。 

受经济动能减弱及工业品价格大幅波动冲击，A 股延续震荡走势，板块分化。建议

震荡思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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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

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

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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