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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Delta 疫情令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更悲观

 以 Delta 变种为代表的新冠病毒具备 3 个关键突变，导致该种病毒进入细胞能力、免疫逃逸能力均显著提高，导致此类病株不仅传
播能力更强，并且接种疫苗的人也可能感染。

 Delta 病株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呈快速扩散状态，包括疫苗接种率较高的美国、英国以及以色列等国家已出现第三轮快速爆发的
状况，8 月 (截止 8 月 20 日) 美英以三国日均新增病例数 (每百万人口) 分别为 386/424/602 例，其中美国和以色列仍处于快速上行
阶段，英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在 7 月中旬一度快速下行后，并未继续回落至低位，反而在近期出现震荡上行的状态。

 8 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世界各国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应该停止为民众接种加强针，否则只会导致疫苗分配不均问题
更加严重，最终使得病毒能够继续猖獗地形成更多变种。但据 CNN 报道，拜登政府考虑鼓励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在接种 8 个月
后继续补种一次加强针。鉴于目前的Delta 变种已出现免疫逃逸的情况，不排除后续潜在的变异或导致新冠疫苗无效。全球防疫政
策的不同步、防疫能力的不平衡、防疫资源的不均匀都给今年秋冬季疫情的形势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美国、英国、以色列日度新增确诊病例

（每百万人口）

 近期海外资本市场表现来看，我们并未观察
到支持美联储缩减 QE 时应有的经济偏热预
期。一方面，銅及原油等顺周期大宗资产暴
跌；另一方面，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同时，
贵金属价格体现出一定的避险情绪。我们认
为上述资产价格恰恰说明投资者正在交易美
国经济可能再次陷入衰退的预期，而并非
Taper 背后隐含的经济强劲复苏预期，即市
场正在定价 Taper 延后的情景。考虑到当下
疫情发展难以评估，美国财政刺激陆续退坡
或导致后续经济复苏发力，美联储缩减 QE 
的安排将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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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宏观： “稳增长” 和 “防风险” 之间的权重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
定发展工作问题，提出“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
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则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对于“防风
险”目标下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预期。”根据本次会议的内容和今年以来的
政策背景，我们总结了2021年防范化解风险的三个特征。

 其一，今年防范化解风险集中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领域。今年以来房地产
和地方政府债务领域的监管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房地产方面，房企融资“三
条红线”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从紧实施制约了房地产企业融资和拿地扩
张，配合部分热点城市的限购政策，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逐步下滑。地
方政府债务管控方面，自3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
稳定，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的要求以来，无论地方债发行缓慢还是城投债
净融资低于去年都可以体现各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相应地，地产和
基建并没有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自二季度起逐
步下滑。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信证券

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和资金使用等环节的监管较严格

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当月同比增速
二季度起逐步下滑

城投债和地方债净融资规模
比去年同期更低

(%) (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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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宏观： “稳增长” 和 “防风险” 之间的权重

 其二，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保持金融稳定，防止其他领域的风险处置引发次生金融风险。上半年聚焦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领域
的风险防范取得了一定成果，同时紧缩的行业监管政策也导致债务负担严重的部分地产企业出现信用风险，部分区域也存在城投债
违约的担忧。与地产和城投信用风险相联系的是银行的不良率，去年以来的国企、地产等相关信用风险事件不断爆发，银保监会全
系统 2021 年年中工作座谈会特意强调加快高风险机构处置和积极应对不良资产集中反弹。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风险处置过程中要
防范风险溢出和传染，要以金融系统性稳定为前提，后续风险处置力度和节奏都会统筹推进，不会毕其功于一役。

 其三，风险处置坚持底线思维，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经济稳定的大局是底线，如果说上半年经济增长动能强劲、稳增长
压力小，防范化解风险成为政策主要目标，各类政策偏紧以便于风险暴露和处置都是合理的。但是下半年经济增长动能有所走弱，
这一阶段就需要提高稳增长的权重，风险处置过程中即不能出现次生金融风险，更不能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也是下半年开始高
层会议对政策组合的调整表态、意外降准落地等的原因。

 2021 年防风险侧重点从处置风险转为维持经济金融稳定大局。对重要会议 (重要政治局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 
进行文本分析，防风险目标有所加强和转变。2020年疫情期间，防风险目标阶段性让位于稳增长，重要会议只是强调坚决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风险处置着墨较多，4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建立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处
置机制。正如前文所述，重要会议的部署也落实到实处。而最新的中央财经委会议更加强调经济金融稳定。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中信证券

2021 年上半年风险处置是主要目标，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风险处置要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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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港股策略：海外Delta疫情影响下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悲观，国内
短期经济压力有所加大，预计央行有一定可能在四季度采取置换降准或定向
降准的方式对冲风险，驱动经济在四季度企稳回升。在变种毒株压制下，欧
美经济恢复或存变量，预期8月底美联储或开始释放减少买债计划讯息，外围
市场或转趋波动。预期国内互联网巨头仍面临监管政策带来的持续情绪扰动，
短期股价上行缺乏明显催化剂。内地政策仍以稳为主，期间政策密集落地催
化的碳交易主题值得关注。三季度的主线新能源和半导体。短线把握中报季
下的高景气品种如通信设备、半导体、运营商等；建议关注可选消费板块中
的内地汽车及零部件、运动服等板块。香港最近疫苗接种加快，加上消费券
刺激本港消费，建议关注本港零售、消费及收租等相关板块。

 A股策略：投资者对政策的误读再次扩散，需要时间修正，内外部经济预期
阶段性走弱，预计三季度是内地宏观经济的年内低点，市场流动性依旧维持
紧平衡，政策和经济前景的分歧造成投资者行为紊乱，市场风险释放已接近
尾声，坚持均衡配置，逐步左侧布局。首先，近期投资者对政策的误读再次
扩散，焦虑心理相互影响并放大市场波动，但我们认为共同富裕的国策方针
以及未来相应的政策配套并不会伤害市场化商业逻辑，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
基调下局部信用风险的影响也可控，投资者仍需等待更多信号来纠偏政策误
读。其次，海外Delta疫情影响下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悲观，内地
短期经济压力有所加大，政策调整将驱动经济在四季度企稳回升。最后，8月
市场层面依旧存在机构资金的净流出压力，投资者行为仍处于紊乱状态，估
值体系重建需要时间。配置上依旧建议在成长制造和价值间保持均衡，成长
制造板块内部高位切低位，并逐步左侧布局部分高景气的消费医药细分行业，
适当参与金融板块估值修复。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0/8/2021 

港股: 外围市场或转趋波动
A股: 政策误读再次扩散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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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智能手机行业：下半年关注荣耀带来的格局变化

 7月国内出货量环比、同比均增加，5G渗透率升至79.6%。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 2021年7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2867.6万部，同
比+28.6%，环比+11.7%；1-7月合计出货量2.03亿部，同比+15.6%，与2019年同期相比-7.9%；5G手机渗透率维持高位，7月5G
手机出货量2,283.4万部，占比达79.6%，环比提升2.5百分点。

 分品牌来看，海外品牌7月同比、环比均大幅增加。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1年7月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2,588.7万部，同比
+24.9% ，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0.3%；海外品牌手机出货量278.9万部，同比+76.9%，环比+160.7%；2021年1-7月海外品牌累计
出货量2163.4万部，同比+40.8%。近年来海外品牌在国内销量主要来自于苹果 (其他品牌包括三星等占比较小)，7月同比大幅增加
主要由于“6·18”苹果官方补贴激励的延迟影响 (部分订单延后至7月发货)，1-7月同比上升主要由于苹果2020年新机发布延后使得
21H1淡季不淡，以及去年同期疫情带来的低基数。

資料來源：：中国信通院、中信证券

中国手机出货量 中国5G手机出货量

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 海外品牌手机出货量

(万台)

(万台)

(万台)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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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智能手机行业：下半年关注荣耀带来的格局变化

 预计下半年优于上半年，苹果确定性优于安卓。我们维持全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预测13.5亿部，同比+5%，下半年销量有望好于上
半年，我们预计上/下半年销量分别约6.6/6.9亿部。分品牌来看，我们预计中短期华为的手机芯片、海外市场仍将承压，荣耀上半年
芯片供应恢复略低于预期，但616发布的荣耀50系列销量快速提升，下半年国内份额有望快速上行至15%-20%，整体华为+荣耀
2021年销量预测为1.0亿部；其他安卓品牌抢占部分国内市场及海外中低端，但由于荣耀的加入而在格局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我
们预计小米、OPPO、vivo2021年销量分别为1.9/1.5/1.4亿部，此外realme销量快速提升，我们预计2021年销量有望达6,000万部；
苹果具备创新和独特性，品牌内部稳定换机，同时亦是华为高端产品缺失后的最佳替代机型，且下半年新机已于6月底开始供应链
备货，较往年有所提前，我们预计2021H2新机销量有望在8,000-9,000万部量级，较2020年7,000-8,000万有明显提升，我们预计
2021年苹果总销量可达2.2亿部。

 终端手机整机厂商中，我们追踪了苹果 (AAPL US)、小米 (1810 HK)、传音控股 (688036 CH) 的财务及销量数据。我们认为：苹果
品牌力及产品力依然领先、用户粘性较强，5G新机有望带动换机，长期可穿戴、软件服务等上行趋势未改；小米手机销量快速增长，
IoT出海顺利，互联网业务增速略滞后于手机销量，维持长期看好；传音控股在非洲市场稳健增长，在其他新拓展市场包括印度、
孟加拉、巴基斯坦等销量快速提升，全球拓展加速；我们维持对三家整机公司长期看好的观点。

資料來源：IDC 、中信证券

苹果全球季度出货量预测全球主流手机品牌销量预测

(百万部) (百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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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光伏行业：需求回暖驱动涨价

 随着终端装机需求稳步复苏，目前光伏中游龙头厂商开工率已处于较为饱满状态，也推动了光伏硅料、硅片、电池片价格和盈利水
平的修复。

 与上半年光伏产业链涨价由成本推动不同，本轮价格上行主要是需求所驱动。我们预计下半年光伏装机仍将保持较高景气度，全年
全球装机有望达155GW；同时，在多省积极推进“整县光伏”和结转项目支撑下，2022年装机有望达210GW。持续看好逆变器及
辅材等环节的盈利增长，以及电池组件环节的盈利修复弹性，并建议积极关注电池技术迭代带来的设备端机会。

 在碳中和目标下，“十四五”期间风光装机中枢有望进一步上行，光伏领域中建议重点关注受益供需格局持续紧张的硅料龙头通威
股份 (600438 CH)、大全新能源 (DQ US)、新特能源 (1799 HK)，持续强化技术、成本及规模优势的一体化龙头隆基股份 (601012 
CH)、晶澳科技 (002459 CH) 以及胶膜龙头福斯特 (603806 CH)。

资料来源：Wind 、中信证券

（美元/千克）

多晶硅价格走势 光伏组件综合价格指数 (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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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交易建议^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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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E 22E 20-22E 21E 21E (%) (%) (%)

比亚迪 (1211 HK) 04/01/21 汽车 2,057 250.40 447.00 78.5 - 87.7 4.8 8.4 0.1 (8.4) 23.2 23.2

中国铝业 (2600 HK) 15/03/21 有色金属 164 4.35 6.36@ 46.2 13.2 10.4 0.5 1.0 0.0 (14.0) 58.8 8.5

中兴通讯 (763 HK) 27/07/21 通讯设备 196 25.90 30.90@ 19.3 15.7 13.2 0.6 2.0 1.4 (5.1) 32.8 1.8

友邦保险 (1299 HK) 17/08/21 保险 11,556 95.60 110.00 15.1 21.9 20.1 2.3 2.2 1.6 3.0 0.6 1.7

信义光能 (968 HK) 29/06/21 光伏 645 15.34 22.00 43.4 24.8 22.5 2.6 4.5 1.8 (4.0) (24.2) (6.2)

维达国际 (3331 HK) 25/01/21 生活用纸 67 21.10 30.00 42.2 12.5 11.4 1.5 1.9 2.3 (0.5) (0.2) (15.3)

永利澳门 (1128 HK) 08/06/20 澳门博彩 112 7.69 11.19 45.5 NA 20.1 NA NA 0.1 (9.8) (40.9) (47.1)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0/8/2021     @彭博综合预测

 比亚迪 (1211 HK) – 2021年7月公司新能源汽车销售 5.05 万辆，同比大增234%，环比增長22%，符合预期。公司於8月13日发
布全新e平台3.0首款城市纯电车型“海豚”，有望继续推动公司车型周期向上。另外消息人任透露，苹果 (AAPL US) 与宁德时
代 (300750 CH)、比亚迪就其电动汽车的电池供应进行初步洽谈，消息称苹果更倾向于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因为生产成本更低，
而比亚迪旗下的刀片电池正正就是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如能成为苹果供货商将可望带动公司未来增长。除苹果外，近日有传闻指
多位消息人士证实特斯拉部分车型明年开始部署比亚迪刀片电池。另一方面，比亚迪国际化战略持续提速，作为欧洲首发市场，
比亚迪将在2021年内累计向挪威发运1,500台唐EV。虽然比亚迪半导体受其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之累上市意外中止，但比亚迪表示
会尽快推进复核，虽然上市计划可能延后但预期对公司影响轻微。公司为电动化技术领先者，我们认为公司后续更大的投资价值
是作为中性的“新能源汽车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商”，包括：锂电池 (刀片电池技术等)、半导体 (IGBT)、三合一电机/电控技术
等，价值有望逐步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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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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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铝业 (2600 HK) – 我们认为电解铝后续消费仍将保持强劲，叠加云南区域水电铝投产延期和内蒙地区电解铝的能耗限产，内地
电解铝今年二至三季度新增的平均运行产能有限，预期三季度铝价将保持高位震荡。中国铝业早前发布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增，预
期上半年净利润达到30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增83倍，业绩优于市场预期，隐含二季度净利润更大幅增长 400 倍。云南电力短缺比
预期更为严重，冶炼厂复工计划进一步推迟，因此预期铝价和利润率将在更长时间内将保持较高水平。我们预计中国铝业将成为中
国碳中和的受益者。

 中兴通讯 (763 HK) – 2021年7月以来，三大运营商600亿基站集采大单密集落地，下半年5G基站建设即将进入小高峰，通信设备行
业景气度明显提升。而在5G时代，内地中兴+华为双寡头格局确立，在移动&广电700M集采、电信&联通2.1G集采的合计份额均超
90%，中兴通讯的份额提升至30%以上。此外，在ICT设备方面，中兴在中国移动高端路由器、数据中心交换机、服务器等领域集
采的份额持续突破。我们认为，5G设备+ICT设备份额提升将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强劲动能，子公司中兴微电子的加快发展有望带
动公司的估值提升。

 友邦保险 (1299 HK) – 公司公布2021年上半年新业务价值表现强劲，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22%至18.14亿美元，优于市场预
期；股息同比增加8.6%至38港仙，期内税后营运溢利同比上升5%至31.82亿美元亦超预期。此外，友邦上半年新业务价值利润率同
比增4.2个百分点至59%。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源祥表示，除香港外所有报告分部的新业务价值均超出2019年上半年疫情大流
行前的水平，惟香港因持续实施旅游限制，影响对内地访港旅客的新业务销售。不过，友邦保险中国业务再度为集团新业务价值带
来最大贡献，按相同基准计算录得20%的强劲增长。公司在中国内地区域拓展方面亦取得了快速的进展，继四川分公司开业后，集
团获监管当局批准于湖北省筹建分公司，將支持公司新业务价值增长。公司中高端代理人、优质医疗资源及中国大陆扩张战略具有
可持续竞争力，预计将是未来五年中国寿险市场增长的新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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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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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义光能 (968 HK) – 信义光能于8月2日公布2021年上半年业绩，核心净利润同比大增 117.6%，和早前公司公布之业绩预增相乎，
主要受销量增长和仍然较高的平均售价所支持。太阳能玻璃毛利率为 51.2%，同比增长 12.4 个百分点，这得益于更好的销售组合
(如更薄的玻璃) 以及效率提升。另外，较低的利息支出和更多的政府补贴抵消了较高的运营支出、折旧及税收。同时，上游成本下
降导致需求持续回升将支持太阳能玻璃价格反弹，不过升幅可能会受到新增供应的限制。另外，信义光能将加快太阳能玻璃产能的
扩张，不过太阳能发电场的增加可能会受到高昂的上游成本所影响。然而，在碳中和政策支持下，公司长期增长前景将保持不变。

 维达国际 (3331 HK) –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利润率表现疲软，同时因 618 期间竞争和促销活动激烈，导致维达2021年二季度表现不
及市场预期。不过，维达在高端纸巾和女性护理产品的细分市场仍保持强劲增长。在纸巾领域，我们相信随着下半年竞争格局改善，
维达提价的效率可能更高。在个人护理领域，尽管面临国际巨头的定价下调压力，维达对扩张旗下超高端卫生巾品牌 Libresse 仍有
信心。股价调整或带来吸纳机会，仍建议关注。

 永利澳门 (1128 HK) – 澳门博彩板块长期来说已出现结构性变化。我们认为澳门日后的发展应把握横琴相结合，围绕琴澳一体化和
经济多元化的主线，在传统博彩和旅游休闲的基础上，加速在医药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和文旅会展等多元化领域的发展
机遇。近期内地局部地区疫情反复也带来短期扰动，接下来仍需主要关注内地机器办证和香港通关的恢复情况。我们认为随着内地
和港澳特区政府共同有序推进，下半年博彩板块复苏的关键在于人流能否进一步增加。虽然因澳门疫情再度复燃拖累近期板块再度
下跌，但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8月8日表示共逾71万完成全民核酸检测，全部呈阴性，舒缓短期不明朗因素，仍建议
关注永利澳门。公司2021年二季度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 环比增长54%至 5.28 亿港元，优于市场预期。虽然最近的新冠
疫情爆发拖累股价下行，但预期澳门疫苗接种率可能因此而加快，在年底前达到临界值，加快通关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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