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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市动态 
 

1、新股动态： 

港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HKEx 

 

美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NYSE, NASDAQ 

 

A 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SSE, SZSE 

 

上周新股上巿表现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港元) 首日表现 首周表现
6628 创胜集团-B 生物科技 2021年9月29日 16.00 +20.8% +0.0%
9889 东莞农商银行 银行 2021年9月29日 7.92 -4.0% -1.0%

本周将上市新股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港元)
2217 譚仔國際 餐飲 2021年10月7日 3.33-4.17
2378 英國保誠 保險 2021年10月4日 172.00

上周新股上巿表现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美元) 首日表现 首周表现

OLPX Olaplex Holdings, Inc. 日常消费 2021年9月30日 21.00 +16.7% +9.0%
HCVIU Hennessy Capital Investment Corp. VI 金融 2021年9月29日 10.00 -0.1% -0.2%
MEKA MELI Kaszek Pioneer Corp. 金融 2021年9月29日 10.00 +11.5% +10.0%
WRBY Warby Parker Inc. 日常消费 2021年9月29日 40.00 +36.2% +34.2%
AMPL Amplitude, Inc. 信息技术 2021年9月28日 50.00 +9.6% +9.0%

本周将上市新股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美元)
ISO IsoPlexis Corp.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8日 14.00 - 16.00

CING CINGULATE INC.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7日 10.00 - 12.00
LTH Life Time Group Holdings, Inc. 可选消费 2021年10月7日 18.00 - 21.00

THRX THESEUS PHARMACEUTICALS, INC.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7日 14.00 - 16.00
IFIT iFIT Health & Fitness Inc. 可选消费 2021年10月6日 18.00 - 21.00

上周新股上巿表现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人民币) 首日表现 首周表现

301077 星华反光 材料 2021年9月30日 61.46 +20.1% +20.1%
301073 君亭酒店 可选消费 2021年9月30日 12.24 +134.0% +134.0%
301072 中捷精工 可选消费 2021年9月29日 7.46 +225.2% +176.4%
001217 华尔泰 材料 2021年9月29日 10.46 +44.0% +58.4%
301075 多瑞医药 医疗保健 2021年9月29日 27.27 +64.7% +37.5%
301068 大地海洋 材料 2021年9月28日 13.98 +158.4% +111.6%
301069 凯盛新材 材料 2021年9月27日 5.17 +548.0% +538.1%

本周将上市新股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人民币)

本周无新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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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数动态： 

恒生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三大指数集体涨跌不一。其中，恒指涨 1.6%，国企指数升 1.4%，科

技指数跌 0.9%。 

上周港股维持震荡。美联储加息预期前置，美债收益率近期抬升较快，

市场风险偏好受到压制，对高估值板块造成一定冲击。临近“十一”长假，

资金避险情绪较重，加剧股市波动。受限电政策影响，上周港股电力、

电力设备板块领涨，均涨超 10%，市场对新能源持续乐观，天然气、钢

铁、有色领跌。因持币过节意愿以及大陆香港两地放假差异，港股国庆

开市后没有北水，市场容易被外资舞高弄低，关注风幅增加。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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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标普 500 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本周分别下跌 2.21%和 1.36% ，纳斯达

克指数下跌 3.2%。 

美、英央行相继“转鹰”后，美债、欧债收益率均抬升，基准 10 年期美债

周中一度突破 1.5%，创近三个月新高。在通胀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加息

预期提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暗示通胀上升可能是长期且结构性的，

市场通胀忧虑再度抬升。预计将持续对市场风险偏好形成一定压制，高

估值成长板块或将受到冲击。 

 

 

 上证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 A 股表现分化，上证指数/深证综指/上证 50/沪深 300/创业板指数

变幅分别录得-2.0%/-2.3%/2.2%/0.3%/2.0%。 

全国多地上周末“限电”，令相关行情发酵，能耗双控、叠加限电限产或

令上游原材料及电力板块震荡。央行周一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上表示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时隔两天，

央行及银保监会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再度强调维护楼市稳定，该信号

为近期动荡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地产、金融板块有望进一

步修复。周四，中国制造业 PMI 公布，受能耗双控，限电限产等因素影

响， 9 月制造业 PMI 降至临界点以下，制造业生产活动和市场需求总体

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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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市动态 
1、中资离岸债券 

上周主要债券定价 

 
资料来源: Wind 

 

上周，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0.064%，报 1.522%。耶伦表示美国政府本

财年的债务已经接近上限，预计 10 月中旬前存在触及债务上限的可能

性，美国国会急需提高债务上限。另一方面， 9 月 27 日，一项旨在支

持联邦政府暂时突破债务上限并使其在 12 月 3 日前维持运行的法案未

能被参议院通过，这使得美国政府面临关闭和债务违约风险短期内仍然

存在。 

 

2、中国境内债券  

 

地方利率债发行规模上周放量（亿元） 

 
资料来源: Wind 

发行人 行业 票息 原始年期 发行日期 发行金额(亿) 国际评级(M/S/F)
淮北市建投 工业 2.75% 3.00 2021/9/30 3.00 --/--/--
甘肃省电力 公用事业 3.7% 3.00 2021/9/29 3.00 --/--/--
中国银行(澳门) 金融 0.6% 2.00 2021/9/29 10.00 --/--/--
中国银行(澳门) 金融 2.75% 2.00 2021/9/29 10.00 --/--/--
中国银行(澳门) 金融 2.75% 2.00 2021/9/29 10.00 --/--/--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 金融 0.75% 3.00 2021/9/29 3.00 --/--/--
江苏悦达 工业 1.95% 1.00 2021/9/29 0.90 --/--/--
中国建设银行(香港分行) 金融 1.5% 5.00 2021/9/29 7.00 --/--/--
景瑞控股 房地产 12% 2.33 2021/9/28 1.65 --/--/--
新湖中宝 房地产 11% 3.00 2021/9/28 2.50 --/--/--
泰州东方中国医药城 工业 6.3% 3.00 2021/9/27 0.50 --/--/--
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 工业 2.6% 3.00 2021/9/27 4.00 --/--/--
交银租赁管理 金融 1.07% 3.00 2021/9/27 7.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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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国债和国开债各期限品种收益率整体小幅震荡，期末短端小幅下行

为主，中长端振幅更窄、涨跌互现。5 年内国债收益率下行，7 年以上

国债收益率上行；证金债收益率震荡。 

经济走弱对债市利好，9 月 PMI 开始体现双控限产对于实体经济的冲

击，预计 10 月中旬公布的经济数据呈现“生产显着下滑、 投资表现不

振，消费弱势修复”的格局。因此，基本面对债市的利好依旧，甚至有可

能随着双控升级而加强，但由于近期政策信号显示，高层对经济下行的

容忍度提升，货币政策开启逆周期调节的时间窗口尚未到来。 

 

 

三、大宗动态 
 原油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NYMEX 原油期货本周收高 2.38%至 75.74 美元/桶，ICE 布伦特原油期货

本周收高 2.64%至 79.24 美元/桶，刷新 2018 年 10 月 22 日以来高位至

79.95 美元/桶。 

随着各国放松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出行限制措施，可能增加燃料需求，

能源供求瓶颈将变得更为突出。此外，液化天然气(LNG)和煤炭现货价

格的攀升也可能进一步支撑油价。如果北半球冬季证明比预期更寒冷，

能源价格仍可能进一步反弹。 

全球天然气价格飙升，电力生产商纷纷转而考虑使用燃料油或柴油发

电，也从而推高了油价。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中东多国的发电厂已经开

始更换燃料。需求复苏预计将提高炼油厂的利润，并为恢复或新产量创

造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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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价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国内现货铜价先抑后扬，整体下行，国内现货 1#铜均价 69,217 元/

吨，日均下跌 530 元/吨；此前一周均价 70,436 元/吨，与上周相比均价

下跌 1,219 元/吨，环比下跌 1.73%。 

随着限电范围的扩大，下游加工企业受到的影响也在持续。限电升级以

及宏观政策的影响，短期内将继续影响铜价表现。 

 

 

黄金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现货黄金一度创下 8 月 10 日以来新低 1,721.40 美元/盎司，因美

元指数攀高至 94.504，终盘黄金全周涨 0.85%。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

令各大洲的供应链受扰，导致全世界一系列商品和服务短缺。美元在市

场面临压力的时候被视为避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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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9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降至七个月低点；美国 9 月消费者信心连

续第三个月下降，表明对德尔塔毒株和物价上涨的担忧继续打压市场气

氛。数据表明，德尔塔毒株的蔓延继续削弱消费者对经济的预期，影响

了对服务业的支出。美元急升后，明显出现了整固基调。美元下跌和公

债收益率下降将对金价有支撑作用。 
 

 

华国资产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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