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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指数总算没有跌得太难
看，上证指数高开后震荡收
红，但这也无法挽回A股主要
指数全年下跌的颓势。随着
这一年行情收官，绍股涨幅哪
家强，投资者收益如何？记者
进行了盘点和梳理。

2022年度绍股涨幅
贝斯美62.77%领涨

随着2022年A股行情画
上句号，各指数的涨跌幅排名
也相继出炉，毫无悬念的是，A
股主要股指均收跌，其中，科
创50指数全年下跌31.35%，
居指数跌幅榜榜首；创业板指
全年跌幅达29.37%；深成指全
年下跌25.85%；而上证指数全
年下跌15.13%，是主要股指中

跌幅最小的。
从绍股板块来看，个股

分化也十分明显，有的迎来
大涨翻倍，有的跌去 60%以
上的股价。计算75家绍兴A
股上市企业 2022 年度区间
股价涨幅，13家全年股价涨
幅为正，占全部绍股数的
17.33%。涨幅在20%以上的
有 5 家，跌幅在 40%以上的
有10家。

其中，位列年度绍股涨幅
前三位的分别是贝斯美、轻纺
城、京新药业，涨幅分别为
62.77%、48.09%和32.25%，跌
幅前三位的分别是春晖智控、
世纪华通、ST美盛，跌幅分别
为60.79%、54.59%、48.52%。

与此同时，截至 2022 年
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绍股最

新的市值排行榜也正式出
炉，2022年末绍股市值前三
位的分别是晶盛机电、三花智
控、新和成，总市值分别为
831.8亿元、762.0亿元、579.5
亿元；市值最后三位的分别是
ST 步森、申科股份、扬帆新
材，总市值分别为9.30亿元、
14.87亿元、15.12亿元。

空仓零收益
可以跑赢75.9%的股民

受俄乌冲突、美联储激进
加息、疫情等因素影响，总体
来看，去年A股的行情不算友
好，股民也是亏多赚少。

“2022 年的行情高开低
走，沪指全年呈W走势，我的
收益也呈W走势。”股民吴先
生在2021年靠光伏、新能源
个股赚得盆满钵满，但在
2022年赛道股的“滑铁卢”中

损失惨重，全年的收益率
是-23%，只跑赢了创业板指
和深成指，没能跑赢上证指数。

而吴先生另一个空仓的
账户显示，2022年零收益可
以跑赢75.9%的股民，根据券
商App提供的数据显示，有
24%的股民盈利，有 0.1%的
股民持平，有75.9%的股民亏
损，其中5%的股民收益率大
于16.4%。

擅长追涨杀跌的股民孙
先 生 则 在 2022 年 斩 获 了
150%多的收益。“虽然市场有
震荡，但热点层出不穷，一直
在 追 热 点 ，近 段 时 间 的
Web3.0概念、供销社概念赚
钱效应都还不错。”孙先生告
诉记者，2022年A股成交量
低的日子里也很难熬，虽然并
不是每天都开工，但年末的打
板成功率还可以。

和沉得住气持股、有一
技傍身的老股民相比，也有
一些新手股民在 2022 年的
行情里收获“震撼教育”，大
亏离场。“只能说自己入场的
时机不对，看朋友去年在光
伏股上赚了那么多，轮到自
己下场，非但没有获得赚钱
乐趣，账户一直是绿的，割肉
再杀进去抄底，还是亏，十几
万元的本金都打了水漂。”股
民顾女士告诉记者，她已经
不指望拿回本金了，只是今
后也不准备再搞这让人担惊
受怕的投资了。

本地一家券商投资经
理 告 诉 记 者 ，短 线 来 看 ，
2023 年初个股波动可能依
然较大，中长线可以逢低关
注国防军工、软件、芯片等板
块，期待新一年中A股能有
出色表现。

主要指数下跌惨烈，13只绍股逆势上涨
贝斯美、轻纺城、京新药业位列年度绍股涨幅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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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资金2022盘点
全年净买入900亿元

A股年报预约披露时间表来了

创业板公司打头阵

生猪价格或探底回升

新一年A股首份年报
将由创业板金三江于2023
年 2月 9日披露，美利云、
ST 中基、凯瑞德、新瀚新
材、建艺集团紧随其后，预
计将于2023年2月20日之
前披露年报。

从业绩预告看，截至目
前，A股共有82家上市公
司披露2022年全年业绩预
告，55家预喜。其中，略增
24 家、扭亏 2 家、续盈 11
家、预增18家。已披露业
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
持了较好的业绩增长。

结合年报披露预计时
间看，创业板公司能辉科技
预计将于 2023 年 2 月 25

日披露2022年年报，成为
目前已披露业绩预告的上
市公司中披露时间最早的
公司。

能辉科技预计，2022
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400万
元至3600万元，同比下降
65.39%至76.92%。业绩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销
售、招投标等活动受阻，不
利于公司对大型光伏地面
电站及分布式电站的市场
开拓，造成公司本年度经营
业绩下降。

从已披露业绩预告的
上市公司所在行业角度看，
机械设备、生物医药行业预

喜的公司数量居前。此外，
电子、计算机、轻工制造等
行业上市公司表现抢眼。

在机械设备行业中，不
少预喜公司涉及光伏产
业。以高测股份为例，公司
预计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6亿元
至 8.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0.09%至374.83%。

展望 2023 年，前海开
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认为，持续看好消费、新
能源和科技互联网三大方
向。此外，新能源汽车、光
伏、风电等赛道将保持高景
气度。

（据《中国证券报》）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
2022年北向资金依旧实现对
A股的净买入，全年净买入
约900亿元。

900亿元净买入额
创2017年来低位
按月度维度来看，北向

资金在去年的 3月、7月、9
月、10月出现净卖出，额度分
别为450.83亿元、210.69亿
元、112.31 亿元、573.00 亿
元。除了这4个月，其余月度
均实现净买入。其中6月更
是出现了全年单月的最高净
买入729.6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
北向资金的流入规模远低于
往年。据统计，北向资金
2022 年 累 计 净 流 入 A 股
900.20亿元，这一数字不仅
较2021年4321.69亿元的净
流入量显著下滑，也是2017
年以来北向资金年度净流入
额的历史低位。

此 前 历 史 上 ，只 有
2014-2016年这最初三年，
北向资金的净买入额度低于
900亿元。

对于 2023 年 A 股的外
资情况，多数机构预测，2022
年扰动外资增持A股的负面
因素将在2023年得到逐步
改善。

中信证券策略团队在年
度展望中表示，外资是2023
年A股的主要增量资金来源
之一。其预计，随着2023年
人民币缓慢升值，外资净流
入规模有望恢复至千亿级别
以上。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
略师刘劲津预计，2023年北
向资金净流入规模将回到正

常水平，即300亿美元左右。

银行、光伏、医疗器械
成区间增持前三
从北向资金对行业的偏

好来看，2022年银行、光伏、
医疗器械、能源金属、电网设
备等行业股票净买入金额较
多，且增持额度均超过百亿
元。

就净买入最高的银行板
块后市，南京证券建议投资
者重点关注两条主线：一是
受益于疫后复苏的优质股份
行，包括招商银行、平安银
行、兴业银行；二是业绩仍有
望保持高增长的优质区域
行，包括南京银行、杭州银
行、宁波银行、常熟银行等。

而净卖出方面，电池位
居榜首，消费电子和医疗服
务板块紧随其后。

茅台仍一股独大
汇川技术成香饽饽
个股维度来看，在北向

资金2022年的十大重仓股
中，贵州茅台、美的集团、宁
德时代的持有市值居前三。
其中贵州茅台仍以1464.44
亿的市值霸榜。汇川技术北
向资金持股市值提升81.11
亿元，成为北向资金十大重
仓股中的第九名。

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宁
德时代被北向资金减仓比例
最多，减仓股数达到2811.75
万股；而隆基绿能虽然被北
向资金增持4.36亿股，增持
比例达67.94%，但由于该股
年度跌幅达27%，故而北向
资金的持股市值仍然减少了
97.87亿元。 （本报综合）

近期生猪价格剧烈波
动，新冠疫情冲击下消费预
期反复。从生猪供应端看，
2022年10月底，农业农村
部公布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379万头，超过正常产能
保有量4100万头。生猪产
能整体延续扩张态势，结合
仔猪存栏量7月以来持续
上涨，可进一步确定2023
年生猪供给能力仍在增

强。另外，2022年底生猪
二次和多次育肥对标猪市
场造成冲击，对近期价格产
生压力。总体来说，2023
年生猪供给端维持充裕预
期，须关注二次育肥对价格
影响。

从生猪消费端看，当前
国内进入奥密克戎BA.5.2
和 BF.7 毒株感染高峰，大
部分人群处于感染后的免

疫期，前期因躲
避感染而缩减
的消费需求正
在逐渐恢复，这
将对春节期间
生猪价格形成
重要支撑。根
据北大曹云龙

博士对新冠病毒感染高峰
的预测，结合日本、韩国、中
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疫
情感染高峰情况，预计
2023年感染高峰仍将短期
影响生猪消费需求。另外
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仍较为
严峻，生猪消费或将受到抑
制。

综上所述，2023 年生
猪供给端维持充裕，同时，
我国经济因逐渐适应新冠
疫情下的新常态而逐渐复
苏，将对生猪的消费形成较
强支撑。因此2023年生猪
整体价格或将前低后高，短
期生猪价格尚能维稳，但春
节后弱势探底，待下半年重
回上涨趋势。 （大越期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