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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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 譚仔國際 餐飲 2021年10月7日 3.33 -7.5% -17.4%
2378 英國保誠 保險 2021年10月4日 172.00 -12.4% -8.5%

本周将上市新股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港元)
2256 和譽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13日 12.16-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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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TX Cognition Therapeutics, Inc.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8日 12.00 +6.4% +6.4%
ISO IsoPlexis Corp.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8日 15.00 -23.2% -23.2%

PYXS Pyxis Oncology, Inc.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8日 16.00 -17.5% -17.5%
LTH Life Time Group Holdings, Inc. 可选消费 2021年10月7日 18.00 -1.4% -4.4%

THRX THESEUS PHARMACEUTICALS, INC.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7日 16.00 +16.1% +5.0%
NVEI Nuvei Corp. 信息技术 2021年10月6日 123.14 +5.4% +7.5%
VLCN Volcon, Inc. 可选消费 2021年10月6日 5.50 +97.5% +66.0%

本周将上市新股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美元)

AUGX Augmedix 信息技术 2021年10月11日 6.00 - 6.00
CING CINGULATE INC.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11日 10.00 - 12.00
AVDX AvidXchange Holdings, Inc. 信息技术 2021年10月13日 23.00 - 25.00
GTLB GITLAB INC. 信息技术 2021年10月14日 55.00 - 60.00
IHS IHS Holding Limited 电信服务 2021年10月14日 21.00 - 24.00

LUCD LUCID DIAGNOSTICS INC. 医疗保健 2021年10月14日 14.0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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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无新股上市

本周将上市新股
代号 公司 行业 上市日期 定价 (人民币)

301076 N新瀚 材料 2021年10月11日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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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数动态： 

恒生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港股主要指数上升，恒指涨 1.1%，恒生科技指数涨 1.7%。 

港股仍在底部区域“磨底”，国内积极信号增多，海外波动加大。央行、

银保监会近期强调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令此前海外投资者对恒

大的系统性风险担忧逐步降温，住房按揭贷款有望加快投放，港股内房

股、物业股有企稳反弹之势，有助于稳定预期。尽管投资者对于中国“限

电”、“双控”政策及其可能导致中国四季度经济增速失速有所担忧，然而

后续也随着政策的调整可望缓解。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美股重要指数均上涨，中概股指数涨 5.2%，道琼斯工业指数涨 1.2%

和标普 500 指数涨 0.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1%。债息和通期显着上，

美国十年期国债名义收益率上升 13 基点至 1.61%，美国 TIPS 隐含的 5 年

通胀预期升 13 基点至 2.64%，10 年通胀预期升 12 基点至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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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议院就提高短期债务上限协议达成一致，该协议允许美国债务限

额增加 4,800 亿美元，提高至到 28.8 万亿美元，防止美国政府在 10 月

中旬出现债务违约，减少市场对美国政府债务的担忧情绪，刺激美股本

周出现反弹。考虑到美国货币政策在今年四季度或面临转向，且最新公

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表明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叠加美股在经

历去年 3 月底以来美股累计涨幅较大且估值偏高，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

股大盘要延续过去一年半大幅上涨态势的可能性仍然较小。 

 

 

 上证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市场反弹上行，上证指数涨 0.7%，沪深 300 指数涨 1.3%，创业板指

跌 0.04%。 

9 月 29 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住建

部和证监会及全国 24 家主要银行负责人参会，要求“金融机构要按照法

治化、市场化原则，配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

稳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中美关系短期亦可望阶段性缓

和，基于后续中国经济政策的改善以及欧美经济“滞胀”压力的提升，10 

月份中后期海外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风险偏好有望开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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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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美国长端国债利率持续上行，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9 月份以

来，美国长短端国债利率走势出现分化，其中美国 1 年期国债利率仍在

低位徘徊，而 10 年期国债利率则持续走高，截至 10 月 8 号，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录得 1.61%， 已经十分逼近今年 3 月份的年内高点。 

联储议缩减买债提上日程是近期美债利率上行的重要原因。此外商品价

格攀升、美国通胀走高也是美债利率上行的重要支撑。实际上历史经验

也显示，美债利率上行往往都伴随着美国经济增长的复苏、通货膨胀率

的走高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有所收紧。 

 

2、中国境内债券  

 

地方利率债发行与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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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堡中国 房地产 11% 2.00 2021/10/8 2.70 --/--/--
海伦堡中国 房地产 11% 2.00 2021/10/8 2.70 --/--/--
成都兴城投资 工业 2.375% 5.00 2021/10/8 3.00 --/--/--
江苏叠石桥家纺 工业 2.04% 3.00 2021/10/8 1.00 --/--/--
中航国际租赁 金融 1.65% 3.00 2021/10/8 3.00 --/--/--
宝龙地产 房地产 5% 0.99 2021/10/5 1.00 --/--/--
国泰君安国际 金融 0.57% 1.00 2021/10/4 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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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方面，上周无国债发行，本周国债净融资-711 亿元，对流动性形成

一定补充。地方债方面，本周发行规模 1,250 亿元，较上周减少 853 亿

元，净融资-190 亿元。 政金债方面，本周发行规模 575 亿元，较上周

减少 225 亿元，净融资 505 亿元。 

PMI 跌破荣枯线， 9 月国内 PMI 为 49.6%，较上月下滑 0.5 个百分点，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制造业走弱并未带动债市走强，当前市场对于 “宽

信用”、“稳增长”政策预期占据上风，对利好反映钝化，长端利率走出趋

势下行行情的概率不高。 

 

 

 

三、大宗动态 
 原油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美原油上周上涨 5.0%，为连续第七周上升，盘中最高触及 80.11 美元/

桶，收报 79.59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上周上涨 4.22%，收报 82.58 美元/

桶。 

美国原油期货自 2014 年 11 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 80 美元，因在全球能

源危机提振需求之际，OPEC+产油国仍保持偏紧的供应，沙特阿美公司

表示，全球天然气短缺已经在提振发电和供暖的石油需求；美国能源部

表示，目前没有动用石油储备的计划，这都给油价提供上涨动能。此

外，美国经济数据整体乐观，国际局势改善，进一步提振需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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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价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铜价上涨，伦铜涨 0.47%；沪铜主力 11 合约涨 1.31%。节日期间伦

铜反弹，因美国国会两党通过短期提高债务上限，中美关系缓和，宏观

风险下降带动伦铜收高，沪铜节后跟随外盘走高。 

中国 9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49.6%，较前值回落 0.5 个百分点。美国 9

月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为 19.4 万，远低于预期。铜库存下降较为明

显。第四批国家储备投放。废铜货源继续存在短缺，同时精废铜价差较

平稳，限电、双控等因素对铜市场供需的影响亦仍将继续。 

 

 

黄金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现货黄金整体维持震荡走势，非农数据公布后金价曾短暂走高，但很快

回落，收报 1,751 美元/盎司，全周大致持平，跌幅约 0.22%。整体来

看，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 11 月份将如期缩减购债，美债收益率走高，

美国暂时避免债务违约，国际局势改善打压市场避险情绪，黄金下行风

险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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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资产免责声明: 

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竭力提供准确而可靠的信息，但并不保证绝对无误，信息只可作为

参考之用，并不构成要约、招揽或邀请、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

议及推荐，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决定，如因信息令阁下蒙受损失，概

与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编辑无涉。   

同时，报告所指的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以往的表现不应作为日

后表现的显示及担保。本报告不构成私人咨询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

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发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关内容属 

市场收集意见，并不代表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立场，华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扮演的角

色是提供一个自由信息分享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