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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美国核心通胀全速上行

 美国9月CPI季调后环比上涨0.4%，高于市场预期的0.2%，较前值0.1%加速上涨；同比增速由前月的8.3%继续降至8.2%，但略高
于市场预期的8.1%。核心CPI季调后环比增速为0.6%，与上月持平，同样超出市场预期；同比增速为6.6%，高于前月的6.3%，略
超市场预期，创1982年8月以来新高。从影响美国CPI的关键分项看，就季调环比增长的贡献而言，住宅项贡献了0.24%的涨幅，食
品项贡献了0.11%的涨幅，医疗服务项贡献了0.07%的涨幅，是最主要贡献分项。

 在美国9月CPI公布之前，美联储公布了9月议息会议纪要，纪要虽然提及“几位与会者指出，在目前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和金融
环境中，必须调整进一步收紧政策的步伐，以减轻对经济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但纪要全文仍然维持鹰派立场，强调
“通胀仍然居高不下”，“通胀持续下降可能要求金融条件比预期更大程度的紧缩”，“在抑制通胀方面采取太少行动的成本超过
了采取太多行动的成本”。因此，在通胀没有出现令人信服的下降之前，美联储仍将维持鹰派立场，9月CPI数据全面超预期，预计
美联储仍难有政策转向。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美国CPI走势 9月核心CPI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均超预期，同时环比仍然保持
0.6%的大幅增长，再次说明需求驱动的核心通胀上涨动力十足。
我们维持此前的判断，即在美国需求降温前，通胀都难有明显
回落，本轮美国通胀或必须通过经济衰退的途径来缓解。

 由于9月CPI数据是美联储11月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CPI数据，
同时会前的最后一份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强
劲，因此我们预计美联储11月议息会议将继续加息75基點，维
持加息终点或将到达5%附近的看法。

 在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同时美国经济尚未衰退的情况下，预
计10年期美债利率短期仍在高位震荡运行。在美元和美股方面，
我们维持此前判断，即美元指数仍有上行空间，高点可能到达
120附近，而美股见底或需等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真正转向，
当前即便因为短期对于利空的钝化出现反弹，但中期来看仍难
言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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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宏观：年内 CPI 或难再有破 3 压力

 2022年9月，中国CPI同比回升至2.8%，环比读数亦由降转升，主要受到猪肉、鲜菜等食品项价格上涨的带动。但从非食品项的角
度来看，核心CPI同比持续回落至0.6%，环比持平表现亦明显弱于历史季节性水平，受到旅游、租赁房房租等分项价格下降的拖
累。后续猪肉价格虽仍有上涨空间，但年内 CPI或难有破 3 压力。PPI环比下行态势明显趋缓，或从价格层面揭示出中国部分行业
需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边际修复。后续伴随着基建投资项目逐步实施、原油价格中枢上移、动力煤价格偏强运行，PPI环比或将开
始企稳回升。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9 月猪肉、鲜菜价格明显上涨，
拉动食品项 CPI 高增 9 月核心 CPI 环比仍然低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CPI 同比回升至 2.8%，

主要来自于食品项的向上拉动

PPI 环比下行态势有所趋缓 主要工业品行业环比降幅较上月均有明显收窄今年核心 CPI 同比呈下行态势，
主要与服务价格疲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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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港股策略：短线海外金融体系稳定性和中美关系演变的两大风险仍然存在。
綜合基本面、流动性、外围风险等多重因素来看，我们判断四季度在内地疫
情状况或有所好转，经济改善信号已现，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的背景下，港
股基本面下修趋势将告一段落。尤其中报披露结束后，港股各板块盈利增速
预期已基本回调到位。且当前的2023年HSCI预测盈利增速达到12.2%，显著
高于标普500的2023年预测盈利增速 (7.5%，在拜登《通胀削减法案》实施
下预计将下修至5.4%)，这将是在近三年里港股盈利增速首次超越美股。尤
其考虑当前港股相对美股的估值水平已明显低于均值以下一倍标准差，港股
已极具估值性价比。因此，在年底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预期差、中期选举后
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的假设假设下，我们仍十分看好港股市场的配置价值，建
议关注两大主线：(1) 若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缓和，以科技和医药为代表的港
股新经济板块有望迎来估值修复，推荐互联网和创新药；(2) 当前安全边际凸
显，地产信用风险逐步化解有，季节效应也有望带动增量资金流入内银板块。

 A股策略：改革和托底政策逐步明确，基本面预期逐步修复，9月社融数据超
预期后在四季度增速有望继续抬升，预计本轮内地GDP同比改善将延续至明
年二季度，经济和政策预期明朗奠定本轮修复行情的基础。其次，通胀约束
下美联储政策难转向，年底前加息预计将如期落地，但预期难再恶化，A股
基本面的相对优势显现，人民币汇率恢复双向波动，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渐
弱，打开本轮修复行情的窗口。最后，市场流动性开始改善，市场风险偏好
从底部抬升，而仍然处于低位的估值还有修复空间，存量资金调仓和增量资
金入场延续，产生资金接力效应，强化本轮修复行情的持续性。A股全面修
复行情已启动，预计将持续数月，期间扰动因素或有反复，但不改修复趋势；
建议继续坚持均衡配置，积极布局估值切换和景气拐点行业。

港股: 警惕两大风险静待拐点
A股: 全面修复行情将持续数月

恒指走势图(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黄金比率)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4/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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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四季度政策待发

在三季度电网、电源投资持续走强的背景下，产业链企业2022年三季报业绩表现有望环比改善，建议关注四季度进入投资落地旺季与
近期重大项目落地提速、主要标的估值进入低估区间带来的配置机遇。

 三季度投资向好，托底产业链三季报表现。自今年 6 月以来，电网暨电源投资均开始明显提速，截至 8 月底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
成额为 2667 亿元 (累计同比 +10.70%)、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 3209 亿元 (累计同比+18.70%)，相较截至 5 月底的累计同比
增速分别为 3.10%/5.70%，电网暨电源侧投资落地均提速明显。考虑到 6 月当月存在一定投资与订单确认的时间差，我们预计产
业链企业三季度业绩环比增速改善将更为显著。同时，参考历史数据，三季度电网投资基本占全年的 25%，后续四季度占比预计
将达到 40%，产业链企业有望迎来全年业绩兑现高峰。

 重大项目落地逐渐提速，强政策周期有望延续。据中国能源报报道，9 月底我国西南区域首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川渝 1000kV 特
高压交流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包含四川甘孜、天府南、成都东、重庆铜梁 4 座特高压变电站，新建双回特高压线路 658 公里，
总投资 288 亿元；同时，四川区域启动新一轮重大电网工程建设 (含 22 项 220kV 及以上电网工程)。本轮而始，能源大基地建设
和围绕能源基地间的互通互济将有望高度带动特高压工程的建设，目前在规划和推进中的多条特高压线路 (如金上水电外送、宁电
入湘等项目)，亦有望伴随能源基地滚动并网和勘察环评工作的进展而逐渐落地。建议关注后续以特高压为代表的重大能源基建项
目持续投放，对产业链公司的订单和未来业绩的潜在带动能力。

 新周期下估值进入低估区间，性价比优势明显。自 2021 年 3 月提出“双碳”背景下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来，电网暨电源板
块迎来了行业景气周期回归和长期发展空间开启的变化；在行业积极变化逐渐落地的背景下，主要产业链标的的估值水平也基本
调整至 21 年 3 月以来的 25%-50%水位，估值低估叠加三季报预期向好和四季度政策项目有望加码，三重利好下建议关注电网、
电源主要龙头标的的配置价值。

 重点推荐电网板块数字化智能化龙头国电南瑞 (600406 CH)、电网直流及智能化核心供应商许继电气 (000400 CH)、多元发力网内
网外海外市场的综合型装备龙头思源电气 (002028 CH)；综合型电源装备龙头东方电气 (1072 HK)、多元发力能源上游资源品与一
次设备的特变电工 (600089 CH)。(中信证券 - 华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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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重卡行业：正在从底部走出

 第一商用车网报道，2022年9月，中国重卡市场销售各类车型5.2万辆，同比下跌12%，环比上升13%；销量同比下滑幅度相比一、
二季度显著收窄，主要由于去年同期行业销量基数较低。环比来看，随着物流的恢复与基建的开工，重卡行业销量已出现小幅回暖。

 物联网科技公司G7数据显示，9月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约100，环比上月小幅提升，当前的货运需求处于恢复当中。中央及各级
地方政府近期陆续强调稳增长的重要性，基建增长将成为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的重要贡献来源。此外，国常会要求汽车央企发放的
900亿元商用货车贷款，银企联动延期半年还本付息，有望显著减轻货车司机及相关企业的现金流压力。9月21日国常会提出，第四
季度将收费公路货车通行费减免10%，有望进一步助力卡车司机降低运营成本，促进重卡行业销量恢复。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新能源重卡 (换电、燃料电池) 的渗透率有望从大型企业、港口、园区等特定场景开始逐步渗透。
在国六排放升级、安全法规趋严、用户舒适度要求提升等因素的加持下，重卡和发动机的高端化趋势显著，平均单价与盈利能力有
望逐步提升。随着国六产品的逐步上量，产业链规模效应有望显现，毛利率或将逐步恢复，叠加国六产品单价的提升，单车 (或单
台发动机) 净利润有望比国五时代更高。国六排放技术难度大，对车辆和发动机的可靠性、稳定性、寿命、售后要求更高，头部企
业技术积累深厚、服务布局完善，有望在国六时代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竞争格局有望进一步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第一商用车、中信证券 注：2022年9月为第一商用车网预测数据

2020-2022年月度重卡销量 我们预测2022年重卡行业销量约67万辆，当前时间处于重卡
行业底部，在稳增长政策、基建刺激、物流恢复等利好因素
加持下，重卡行业销量在2022年四季度将呈现回暖态势。
2023年一季度起，重卡行业回暖的趋势有望继续加强，我们
建议当前可对重卡板块进行配置。建议关注高端车型放量及
自动变速箱 (AMT) 渗透率提升的中国重汽 (3808 HK)；受益
于半挂车市占率提升、美国市场需求增长的中集车辆 (1839 
HK)。 (中信证券 - 尹欣驰)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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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交易建议^

^短线交易建议为30天内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周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流通市值 收盘价 目标价 潜在涨幅 市盈率(倍) PEG(倍) 市净率(倍) 息率(%) 一周涨跌 本年涨跌 推荐后涨跌

公司 推荐日期 行业 (亿港元) (港元) (港元) (%) 22E 23E 21-23E 22E 22E (%) (%) (%)

同程旅行 (780 HK) 19/04/22 旅行社 154 14.30 20.00 39.9 35.2 19.4 1.0 1.8 0.0 (12.2) (1.0) 4.4

中银香港 (2388 HK) 14/03/22 银行 926 25.80 35.61@ 38.0 9.9 7.9 0.5 0.9 5.2 (2.6) 1.0 (7.4)

天齐锂业 (9696 HK) 20/09/22 锂资源 62 61.75 105.48@ 70.8 4.4 4.9 0.2 2.3 6.0 (10.1) NA (24.7)

蒙牛乳业 (2319 HK) 24/01/22 乳业 888 29.25 52.00 77.8 18.0 16.0 2.1 2.6 1.7 (8.6) (33.1) (38.2)

中兴通讯 (763 HK) 27/07/21 通讯设备 107 14.10 25.41@ 80.2 7.0 6.1 0.6 1.0 2.9 (3.7) (34.0) (44.6)

中金公司 (3908 HK) 06/09/21 劵商 180 11.34 17.83 57.2 5.4 4.4 NA 0.6 2.9 0.5 (47.3) (45.3)

福莱特 (6865 HK) 13/12/21 光伏 84 18.82 30.90 64.2 16.0 11.4 0.9 2.6 1.1 5.1 (52.5) (46.7)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4/10/2022     @彭博综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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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同程旅行 (780 HK) – 尽管受內地封城操施影響，同程旅行2022年二季度收入达到13.2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比下降38%，但高
于预期，调整后净利潤为1.12亿元，利润率为8.7%。自6月下旬以来，内地旅行数据连续走强，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卷土重来，8月面
临一些中断。然而，优于市场预期的三季度收入指引显示了同程的业务弹性和成功的用户增长战略。同程预计2022年三季度收入同
比增长5-10%至20-21亿元，高于彭博预期的19亿元。我们仍然看好同程的基本面，因为即使在新冠疫情卷土重来的情况下，同程
也证明了它的业务弹性和稳固的用户扩张。(中信里昂 – Leo Yau)

 中银香港 (2388 HK) – 中银香港2022年上半年净利率增长7.1%，优于同业恒生银行 (11 HK) 和东亚银行 (23 HK)。得益于有力的成
本控制和稳健的资产质量，预期中银香港领先同业的盈利增长将延续至下半年。中银香港上半年的开支仅上升3.2%，其中包含非员
工成本。贷款减值比率仅为0.46%，而恒生银行和东亚银行则超过1.5%，这将有助于中银香港在下半年控制信贷成本。除此以外，
贷款收入可能会跟隨Hibor在下半年和明年更快地增长。贷款较去年底增长5.1%，而上半年调整外汇掉期的保证金为1.13%。不过，
较低的费用收益和债券损失可能会影响收入。市场预期中银香港2022年的股东应占利润将增长15%，较上半年增长7.1%乐观。(彭
博)

 天齐锂业 (9696 HK) – 内地局部疫情仍对锂盐供应链产生一定扰动，预计流通现货仍保持紧张，叠加近期下游需求回暖，预计锂市
行情酝酿反弹机会。中国工信部再提保供稳价政策，强调锂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及供应链稳定，有望利好布局全产业链的行业龙头。
受益于现货销售占比提升，南美盐湖提锂企业产品售价在2022年二季度继续大涨，中国国内外锂价差收敛甚至出现倒挂。南美盐湖
提锂新增产能进度缓慢，下半年锂价有望继续上涨，预计天齐锂业将受益于锂价上涨和南美锂盐湖资源开发带来的业绩增厚。 (中
信证券 - 敖翀)

 蒙牛乳业 (2319 HK) – 蒙牛参加了第29届中信证劵 - 中信里昂证劵旗舰投资者论坛。在电话会议中，管理层表示2022年下半年目标
为实现双位数销售增长。尽管蒙牛面临短期挑战，如消费情绪疲软及原材料成本上涨，但我们认为公司在持续的产品组合优化、营
运效率提高和规模扩大的支持下，蒙牛长期利润率扩张的轨迹将保持不变。蒙牛目前的市盈率处于五年来的最低水平，考虑到蒙牛
稳健的增长潜力和长期的高增长可见度，我们认为现时公司价值被低估。早前公司与上海迪士尼联合推出了一款冰淇淋新品，以去
年迪士尼打造的玲娜贝儿 (LinaBell) 为造型，是目前中国最受欢迎的迪士尼IP。然而，这并不是蒙牛首次与中国知名主题公园合作，
它还在北京环球影城提供小黄人形状的冰淇淋。借助顶级IP的热度，蒙牛可进一步提升其在冰淇淋领域的品牌认知度。(中信里昂 –
Susan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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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通讯 (763 HK) – 中兴通讯发布2022年上半年公司收入598.2亿元，同比增长12.71%；扣非归母净利润37.25亿元，同比增长
65.83%。得益于公司三大业务的稳健增长、公司运营商网络业务毛利率持续改善、销售和管理费用率降低，公司二季度业绩超预期。
展望未来，公司传统无线、有线产品市场份额有望稳健提升，服务器及存储、数据中心、5G行业应用等代表的第二曲线业务有望保
持快速增长。我们看好公司中期的高质量增长和盈利能力提升。(中信证券 - 黄亚元)

 中金公司 (3908 HK) – 9月13日，中金公司发布A/H配股公告，拟以配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不
超过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总配售股份数量不超过14.48亿股。我们预计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270亿元。
2022年上半年，中金公司杠杆率为6.3倍，在证券行业中居首。在现行净资本监管体系下，杠杆率已接近理论上限。因此，只有通
过再融资方式推动资本补充，方有可能推动公司进一步扩张，继而突破发展瓶颈。中金公司业务特质契合资本市场改革方向，长期
受益于股权衍生品发展和中概美股回归，受益于A股市场机构化和国际化。随着资本扩容，中金公司资本金业务有望实现进一步发
展，预计中金公司将继续保持其阿尔法属性，仍建议关注。(中信证券 - 田良)

 福莱特 (6865 HK) – 福莱特玻璃2022年上半年收入同比大增81.3%，主要得益于约70%的太阳能玻璃有效产能增长。上半年太阳能
玻璃平均售价同比下降约20%，加上成本上升，导致毛利率下降21.6个百分点至22.6%。核心利润同比下降20.5%。预期內地光伏
玻璃听证会年底前将有第一阶段结果，管理层认为2022-23年的大部分新增产能将来自福莱特和信义光能 (968 HK)，而鉴于行业利
润率较低，我们认为并非所有宣布的产能都会继续进行。虽然成本仍居高不下，但因为需求改善，太阳能玻璃价格保持高位，预期
福莱特的今年下半年的毛利率将好于上半年的平均水平，仍建议关注。(中信里昂 – Justin SL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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