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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 冲高回落 小幅收涨
周二（9 月 20 日）大盘冲高回落，小幅收涨。截至收
盘，上证综指收报于 3122.41 点，上涨 0.22%；深成指
收报于 11283.92 点，上涨 0.69%；中小 100 上涨 0.96%；
创业板指上涨 0.7%。两市成交量共计 6510 亿元，较前
一日略有下降。

财经要闻
➢ 央行：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 9 月 LPR 报价维持不变：1 年期报 3.65%，5 年期以
上报 4.30%
➢ 央行在香港成功发行 50 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 百城房贷数据出炉：9 月房贷利率继续下行，86 城
低至 4.10%
➢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边境旅游管理办法（修订征求
意见稿）》

海外市场综述
欧美股市集体收跌，美联储议息会议前市场保持谨慎
周二（9 月 20 日），欧美股市集体收跌，道指跌 1.01%，
标普 500 指数跌 1.13%，纳指跌 0.95%。耐克（NKE）跌
4.42%，卡特彼勒（CAT）跌 2.27%，领跌道指。万得美
国 TAMAMA 科技指数跌 0.36%，亚马逊（AMZN）跌 1.98%，
特斯拉（TSLA）跌 0.11%。福特汽车（F）收跌 12.39%，
创 2011 年 1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中概股多数下跌，
尚乘数科（HKD）跌 20.71%，丽翔教育（LXEH）跌 12.44%。
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下跌，德国 DAX 指数跌 1.03%。

风险提示
1. 新冠疫情反复；2. 稳增长力度不及预期；3. 地缘
冲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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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高回落 小幅收涨
➢ 市场综述
周二（9 月 20 日）大盘冲高回落，小幅收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报
于 3122.41 点，上涨 0.22%；深成指收报于 11283.92 点，上涨 0.69%；中小
100 上涨 0.96%；创业板指上涨 0.7%。两市成交量共计 6510 亿元，较前一日
略有下降。
行业方面，30 个中信一级行业涨跌互现，其中，有色金属、电力设备及
新能源、消费者服务涨幅较大，而房地产、银行及农林牧渔则跌幅居前。概
念方面，连板、锂矿及光伏逆变器等指数表现较为活跃。
➢ 驱动因素分析
9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9 月 20 日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 年期 LPR 为 3.65%（上次为 3.65%），5 年期
以上 LPR 为 4.3%（上次为 4.3%）。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昨日大盘缩量反弹，止步四连跌。北上资金小幅流出，量能环比略有下降。
光伏、锂电池、汽车零部件带动赛道股反弹，提振市场做多热情。但金融、地
产下挫，拖累指数表现，LPR 报价保持不变，后续仍有调降可能。建议保持乐
观谨慎，精选优质标的从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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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

央行：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9 月 20 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发文称，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
的改革之一。党的十九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人民银行持续深化利
率市场化改革。重点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建立存款利率市场
化调整机制，以改革的办法推动实际贷款利率明显下行。完善中央银行政策
利率，培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同时，坚持以自然利率为锚实
施跨周期利率调控，发挥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营造适宜的利率环境。
一、推动贷款和存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
（一）推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2019 年 8 月，人民银行推动
改革完善 LPR 报价形成机制。改革后的 LPR 由报价行根据对最优质客户实际
执行的贷款利率，综合考虑资金成本、市场供求、风险溢价等因素，在中期
借贷便利（MLF）利率的基础上市场化报价形成。目前，LPR 已经成为银行贷
款利率的定价基准，金融机构绝大部分贷款已参考 LPR 定价。LPR 由银行报价
形成，可更为充分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市场化程度更高，在市场利率整体
下行的背景下，有利于促进降低实际贷款利率。LPR 改革以来，企业贷款利率
从 2019 年 7 月的 5.32%降至 2022 年 8 月的 4.05%，创有统计以来最低水平。
（二）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2021 年 6 月，人民银行指导市场
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优化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形成方式，由存款基准利率浮动倍
数形成改为加点确定，消除了存款利率上限的杠杆效应，优化了定期存款利
率期限结构。2022 年 4 月，推动自律机制成员银行参考以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 1 年期 LPR 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
款利率水平。随着存款利率市场化机制的逐步健全，2022 年 9 月中旬，国有
商业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带动其他银行跟随调整，其中很多银行还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首次调整了存款挂牌利率。这是银行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稳
定负债成本的主动行为，显示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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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一）持续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坚持每日以 7 天期逆回购为主开展
公开市场操作，每月月中开展 MLF 操作，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规则
性和可预期性，向市场连续释放短期和中期政策利率信号。健全利率走廊机
制，实现常备借贷便利（SLF）全流程电子化，发挥 SLF 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
限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作用。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公开
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利率
走廊机制有效运行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
（二）建设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经过近 30 年来
持续推进，我国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不断建设完善，培育了以质押式回购利
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等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国
债收益率曲线趋于成熟，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也日益增强。在此情况下，
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
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并通过银
行体系最终传导至贷款和存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调
节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三、以自然利率为锚实施跨周期利率调控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着资金的流向，对宏
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理论上，自然利率是宏观经济总供
求达到均衡时的真实利率水平。中长期看，宏观意义上的真实利率水平应与
自然利率基本匹配。实践中一般采用“黄金法则”来衡量合理的利率水平，
即经通胀调整后的真实利率 r 应与实际经济增长率 g 大体相等。若真实利率
持续高于潜在增速，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企业经营困难，不利于经济
发展。真实利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有利于债务可持续，可以给政府一些额
外的政策空间。但如果真实利率持续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速，会扭曲金融资
源配置，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资金空转等
问题，难以长期持续。我国货币政策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以静制动，引导市
场利率水平稳中有降，效果较好。目前我国定期存款利率约为 1%至 2%，贷款
利率约为 4%至 5%，真实利率略低于潜在实际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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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留有空间的最优策略。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就业状况、国际
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实际效果上也充分验证
了我国当前的利率水平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
四、坚持发挥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
用。贷款方面，人民银行充分尊重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定价权和利率的浮
动权，由银行综合考虑借款人信用风险、贷款期限等因素与其协商确定贷款
利率。目前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贷款差异化定价已经比较
普遍。对小微企业来说，由于风险溢价以及信贷管理成本较高，按照商业原
则定价，贷款利率一般会高于大企业，这有利于激发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积
极性。同时，人民银行积极推动明示贷款年化利率，要求贷款产品以统一的
计算方法标示贷款年化利率，给借款人展示明确的、可比的借贷成本，使贷
款利率更加公开透明，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增强贷款
市场竞争性。
存款方面，人民银行亦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由商业银行自主定
价。随着存款利率由行政管制走向市场化，存款产品也由单一化走向差异
化。在传统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基础上，银行根据存款人类型、期限、金
额等要素，开发出不同的存款产品，例如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满足不
同客户需要，不同银行、不同产品、不同期限的存款利率定价有所不同。在
人民银行指导下，利率自律机制密切监测存款利率定价情况，通过行业自律
督促银行规范定价行为，防范个别银行因盲目追求规模或为填补流动性缺口
而高息揽存等非理性竞争行为，取得了较好效果。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释放 LPR 改革
效能，加强存款利率监管，充分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重要作用，推
动提升利率市场化程度，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优化央行政策利
率体系，发挥好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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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LPR 报价维持不变：1 年期报 3.65%，5 年期以上报 4.30%
9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9 月 20 日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 年期 LPR 为 3.65%（上次为 3.65%），5 年期
以上 LPR 为 4.3%（上次为 4.3%）。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

央行在香港成功发行 50 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9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 50 亿元 6 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
据，中标利率为 2.20%。此次发行受到境外投资者广泛欢迎，包括美、欧、亚
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踊跃参与
认购，投标总量约为 228 亿元，超过发行量的 4.5 倍，表明人民币资产对境
外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也反映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不仅丰富香港
市场人民币投资产品系列和流动性管理工具，而且带动了境内金融机构、企
业等其他主体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近年来，在离岸市场发行的人民
币国债、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不断增加，发行方式和发行地点日益多样化，
表明香港人民币央行票据对于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

百城房贷数据出炉：9 月房贷利率继续下行，86 城低至 4.10%
据第一财经报道，9 月 20 日，最新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1 年
期 LPR 为 3.6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3%，均与上月持平。
就在 8 月，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 LPR 非对称下降，5 年期以上 LPR 超预期
下降 15 个基点。
“降息效果的释放需要一定时间来观察，因此短期内连续下调 LPR 的迫
切性不大。”贝壳研究院市场分析师刘丽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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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贝壳研究院发布重点城市主流房贷利率数据显示，2022 年 9
月，贝壳研究院监测的 103 个重点城市主流首套房贷利率为 4.15%，二套利率
为 4.91%，分别较上月回落 17 个、15 个基点；平均放款周期为 25 天，与上
月基本持平。

➢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边境旅游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进
一步扩大我国旅游业对外开放，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增进同
毗邻国家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文化和旅游部近日会同外交部、公安部、海关
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起草《边境旅游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
稿）》。
据了解，《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自 1997 年实施以来，在吸引人口集
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边境旅游便利化，促进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
人文交流和共同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兴
边富民、推动经济稳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修订征求意见稿共二十六
条，涉及细化边境旅游合作协议相关规定、明确边境社的审批条件和程序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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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欧美股市多数收涨，美股全线走高，金融、航空股领涨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二（9 月 20 日），欧美股市集体收跌，道指跌
1.01%，标普 500 指数跌 1.13%，纳指跌 0.95%。耐克（NKE）跌 4.42%，卡特
彼勒（CAT）跌 2.27%，领跌道指。万得美国 TAMAMA 科技指数跌 0.36%，亚马
逊（AMZN）跌 1.98%，特斯拉（TSLA）跌 0.11%。福特汽车（F）收跌
12.39%，创 2011 年 1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中概股多数下跌，尚乘数科
（HKD）跌 20.71%，丽翔教育（LXEH）跌 12.44%。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下
跌，德国 DAX 指数跌 1.03%。
美国方面
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跌，道指跌 1.01%，标普 500 指数跌 1.13%，纳指跌
0.95%。耐克跌 4.42%，卡特彼勒跌 2.27%，领跌道指。万得美国 TAMAMA 科技
指数跌 0.36%，亚马逊跌 1.98%，特斯拉跌 0.11%。中概股多数下跌，尚乘数
科跌 20.71%，丽翔教育跌 12.44%。
截至收盘，道指跌 1.01%报 30706.23 点，标普 500 指数跌 1.13%报
3855.93 点，纳指跌 0.95%报 11425.05 点。为期两天的美联储 FOMC 议息会议
于周二拉开帷幕，市场基本完全计价入加息 75 个基点，对创四十年来最高加
息幅度的 100 个基点押注仍接近 20%。
科技股多数下跌，苹果（AAPL）涨 1.57%，奈飞（NFLX）跌 0.32%，谷歌
（GOOGL）跌 1.87%，脸书（META）跌 1.3%，微软（MSFT）跌 0.85%。
银行股全线走低，摩根大通（JPM）跌 1.91%，高盛（GS）跌 1.62%，花
旗（C）跌 2.06%，摩根士丹利（MS）跌 1.74%，美国银行（BAC）跌 1.44%，
富国银行（WFC）跌 1.99%。
能源股普遍下跌，埃克森美孚（XOM）跌 0.8%，雪佛龙（CVX）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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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康菲石油（COP）跌 0.71%，斯伦贝谢（SLB）跌 1.19%，西方石油
（OXY）跌 0.62%。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瑞能新能源（SOL）跌 11.92%，智富（MGEL）跌
9.48%，盈喜集团（ATXG）跌 9.3%，泛华金融（CNF）跌 6.37%，乐居
（LEJU）跌 5.28%；涨幅方面，宏桥高科（PBTS）涨 60.58%，凹凸科技
（OIIM）涨 12.54%，再鼎医药（ZLAB）涨 5.63%，雾芯科技（RLX）涨
5.13%，微博（WB）涨 4.3%。中概新能源汽车股涨跌不一，蔚来汽车（NIO）
跌 2.39%，小鹏汽车（XPEV）涨 1.76%，理想汽车（LI）涨 0.44%。
宏观方面，美国 8 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 157.5 万户，预期 144.5 万户，
前值 144.6 万户；营建许可总数 151.7 万户，创 2020 年 8 月来新低，预期
161 万户，前值自 167.4 万户修正至 168.5 万户。
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PIF）招聘团队以扩大美股投
资。PIF 拟在 2030 年达成管理资产超 1.1 万亿美元目标，其目前在美股投资
资产总值约为 400 亿美元，持有摩根大通（JPM.N）及 Uber（UBER.N）等股
票。
美国白宫：拜登政府任命高级领导团队监督 527 亿美元半导体芯片的融
资。
个股方面，福特汽车预测零件短缺对第三季度业绩的影响，预计福特汽
车库存约为 4 万至 4.5 万辆。福特汽车预计第三季度调整后息税前利润为 14
亿美元至 17 亿美元。重申今年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指引为 115 亿至 125 亿美
元。预计与通胀相关的第三季度供应成本较计划高出 10 亿美元。
特斯拉 CEO 马斯克称，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团队正在研究人形机
器人 Optimus 和召唤/自动泊车功能，并且其最后期限均是本月底。马斯克此
前表示，第二届特斯拉 AI 日（人工智能日）活动推迟到 9 月 30 日，届时可
能会展示一台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原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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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表示，最早将从 10 月 5 日开始，在智利、埃及、日本、马来西
亚、巴基斯坦、波兰、韩国、瑞典、越南以及所有使用欧元的地区，提高 App
Store 中应用程序和内购的价格。

大众汽车劳工委员会主席丹妮拉•卡瓦洛受访时表示，公司未来可能出售
更多保时捷股份。卡瓦洛表示，获得更多资金将为大众汽车提供额外的灵活
性，以加速从内燃机到电动汽车的转型。此前大众汽车宣布，将出售保时捷
总股本 12.5%的股份，为公司带来 87 亿-94 亿欧元的收益。
美国运通资讯总监 Ravi Radhakrishnan 称，集团今年拟增聘 1500 名雇
员，主要涉及技术发展部门，以应对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发言人回应路透查
询时确认有关招聘消息，表示希望在今年底，招揽足够人数的数据科学家及
软件工程师等人员，以扩充原有技术团队。
微软（MSFT）将季度股息上调至 0.68 美元。
中国民航恢复波音 737MAX 新飞机引进即将完成全部流程。9 月 14 日，民
航局与波音公司在浙江舟山组织召开 737MAX 飞机运行评审专题会议，旨在评
审 737 系列改进后的整体机型训练规范。据悉，预期会议提出的疑问解决
后，民航局将发布《波音 737 系列飞机航空器评审报告》第二次修订。
SEC 宣布与摩根士丹利达成和解，SEC 指控其在更换服务器时未保护客户
数据安全，摩根士丹利没有承认或否认这些指控，摩根士丹利将支付 3500 万
美元罚款。
诺德斯特龙（JWN）采用旨在阻止恶意收购的限期股东权利计划，公司表
示此举并非为了回应任何具体的收购要约。
Strategy Analytics 报告指出，2022 年全球智能手机批发收益同比将增
长 2%，主要受苹果、三星和其他高端机型组合推动，ASP 将同比增长 10%。预
计从 2022 年起，高端智能手机（批发价大于 300 美元）将取代中端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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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90 美元），成为智能手机销量最高价格区间。
Sensor Tower 商店情报平台数据显示，8 月米哈游《原神》海外收入维
持稳定，蝉联出海手游收入榜冠军。由腾讯和完美世界联合推出的轻科幻开
放世界冒险手游《幻塔》，于 8 月 11 日正式登陆海外市场，自上线以来该游
戏收入迅速攀升，8 月海外收入突破 4400 万美元，跻身出海手游收入榜第 5
名，并问鼎本期收入增长榜。
台积电将发行三种期限的债券，总规模 102 亿新台币。
贝壳-W 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每股 5.86-6.01 美
元的价格，回购约 50.2 万股股票，合计耗资约 300 万美元。
百度糯米发布 App 下线公告称，因公司业务调整，百度糯米 App 将停止
服务与运营，预计将于 12 月正式停止相关服务。目前，百度糯米官网已无法
访问用户个人数据，百度糯米 App 已在各主要应用商店下架。
高通支持的无人机制造商 ideaForge 据悉将考虑在 2023 年在印度进行
1.25 亿美元的 IPO。
欧洲方面
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下跌，德国 DAX 指数跌 1.03%报 12670.83 点，法
国 CAC40 指数跌 1.35%报 5979.47 点，英国富时 100 指数跌 0.61%报 7192.66
点。
亚太方面
亚太股市集体反弹，韩国综合指数收盘涨 0.52%，日经 225 指数涨
0.44%，澳洲标普 200 指数涨 1.29%，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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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

行业评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看好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 5%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市场指数持平

看淡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15%以上
推荐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
5%到 15%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
-5%到 5%内

卖出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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