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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8月非农低于预期不改就业修复趋势

 2021年8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23.5万，相对上月大幅减少，低于市场预期的72.5万。分行业看，服务业的改善趋势被中断，其中休
闲和酒店业8月没有新增就业，相对于前几个月显著转弱 (过去6个月，即2-7月，平均新增35万人)，其他包括零售、教育、医疗等
服务相关的就业也都明显回落。8月服务业累计新增就业20.3万人，是今年1月以来的最差表现。

 历史上美国8月份新增非农就业常因数据收集不足等统计原因表现较差，我们不排除这一原因的影响，但本次就业更多受到疫情反
复的影响，其中主要体现为休闲酒店业和政府教育就业的大幅回落。

 8月失业率下降了0.2%，表现较好；劳动参与人数相对7月也有小幅增加，同时没有被统计在劳动市场的非劳动力也仍有较多人在积
极寻找工作。从薪资增速来看，本月环比0.6%，超出市场预期；职位空缺数量创历史新高，部分企业通过提薪的方式吸引更多劳动
力返岗就业，也反映企业招工需求依然旺盛。

 虽然8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低于预期，但更多还是由于疫情反复造成的返工困难。预计往后疫情的逐步缓解将有利于休闲酒店业和
教育相关行业的就业恢复。此外，9月6日美国所有的州政府失业补贴都将到期，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再延期这一补贴。之后随着
就业补贴退坡，就业意愿会继续改善，当前旺盛的招聘需求也能得到匹配，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国就业仍将处于修复趋势中。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与失业率 美国持续申请失业金人数在不同州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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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宏观：8月经济金融数据前瞻

2021年8月散点疫情扩散范围较7月有所加大，预计8月多数经济增长指标表现偏弱。价格方面，工业品绝对价格仍处高位，不排除 8 
月份 PPI 同比读数突破前高的可能。

 工业：疫情汛情或仍压制工业生产。8月上、中旬，国内仍有若干省份的经济活动受到散点疫情和汛情的冲击，制造业PMI数据中的
生产指数为50.9，弱于过去五年同期历史均值 52.7约1.8个点，表明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节奏、经营安排仍未回到正常水平。
从环比变化的角度观察，本月制造业生产指数较前值回落0.1个百分点，或也提示8月份工业生产可能略弱于7月水平，因此预计 8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读数为5.5%。

 投资：基建投资增速或有向上可能。8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的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5，较前值回升3.0个点，表明建
筑业的生产活动有所加快，对应的基建和地产投资或有望提速，我们预计1-8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或将达8.8%。

 消费：8月散点疫情扩散范围变大对经济的薄弱环节拖累进一步加深，进一步影响消费。8月散点疫情的扩散范围进一步加大体现为
经济景气进一步回落。同时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如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也没有显著的改善，8月大中小企业的就业PMI中，中小企业
的就业景气仍然在50的枯荣线下。因此对社消数据中的商品消费的拖累还持续存在。

 物价：工业品绝对价格仍处高位，关注中下游企业的采购成本压力，不排除8月份PPI同比读数突破前高的可能，因此我們预计8 月
份PPI或为9.3%。居民消费品价格方面，猪肉价格或仍将拖累食品项价格同比读数，但受汛情影响，8月份鲜菜价格普遍上涨；非
食品价格可能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疫情明显压制了接触型、聚集型的场景类消费，二是工业消费品和交通通信价格可能受工
业品价格带动有上行的可能；综合考虑以上两方面可能，我们预计8月份CPI或为1.0%。

 金融：预计8月社融增速继续回落，新增人民币贷款1.42万亿，新增社融3.07万亿，社融增速10.4%。央行在7月15日实施了降准，
并在8月23日召开了信贷形势座谈会，政策推动宽信用的信号明显。不过，考虑到8月的疫情影响大于7月，且地产基建融资没有明
显放松，宽信用效果的显现还需假以时日。预计新增人民币信
贷与去年同期持平，表外融资或继续萎缩。政府融资方面，本
月地方债发行开始放量，但是考虑到去年同期1.38 万亿的净融
资，预计今年8月的政府债仍是社融的拖累项。预回落至10.4%，M2 同比增速8.1%。

2021年8月宏观数据前瞻 (%)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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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港股策略：美联储9月宣布Taper的预期下降，海外流动性忧虑暂缓。政策信
号上，行业政策误读的纠偏仍在持续，预计8月经济数据走弱加速投资者形成
经济疲软的一致预期，驱动稳经济政策预期升温，预计保价稳供从预期引导
逐步转向实际举措。在变种毒株压制下，欧美经济恢复或存变量。预期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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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会尽快推出面向非香港居民的「来港易」计划，方便内地
旅客到港旅游，关注本港零售、消费及收租等相关板块；中央推动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建议关注澳门博彩板块。

 A股策略：一) 交易信号上，市场流动性依旧维持紧平衡，增量资金流入有限，
北上、量化及融资的成交贡献均保持稳定，中小市值公司及热门赛道板块成
交更为活跃，散户数量明显增加，机构大幅调仓和散户频繁交易共同驱动成
交放大，加速市场风格均衡化；二) 政策信号上，行业政策误读的纠偏仍在
持续，预计 8 月经济数据走弱加速投资者形成经济疲软的一致预期，驱动稳
经济政策预期升温，预计保价稳供从预期引导逐步转向实际举措；三) 经济
信号上，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散点疫情等阶段性扰动在四季度或趋于衰减，
内地经济增长进入常态化波动阶段，三季度或是全年经济低点，预计 9 月起
开始逐月回升，9 月数据的验证将打消投资者对经济持续衰退的预期。四) 行
为信号上，今年前 8 个月上市公司回购金额和数量已超过过去 3 年每年的总
量，行业层面主要集中在消费、医药、以及部分低估值板块。交易信号、政
策信号、经济信号以及上市公司行为信号的逐步显现并积累，预示着市场风
格均衡将逐步转向风格切换，9月是布局今年四季度行情的最佳窗口，配置上，
建议继续在成长制造和价值消费间保持均衡，且重心逐步向后者转移。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3/9/2021 

港股: 继续关注政策利好板块
A股: 风格均衡转向切换的四个信号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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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智能汽车行业：细分品牌迎量价齐升新周期

 基于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
车帝等汽车论坛及Marklines
数据进行测算，2021年二季
度，随着特斯拉及造车新势
力出货增加，国内L2+车型
销量占比环比提升1.08百分
点达2.88%，国内新增乘用
车智能化稳步提升。对于整
车厂自动驾驶渗透率比较，
蔚来及理想L2及以上级别以
100%继续领衔，传统自主
车厂中长城表现最优、二季
度L2占比达44.16%；智能座
舱发展方面，大屏化，智能
化交互是畅销标签，一线车
企齐头并进；二季度畅销品
牌售价变化，新势力核心车
型保持价格相对平稳，长城
旗下WEY+欧拉实现4.95%
及1.49%的提升；基于自动
驾驶渗透情况及智能座舱表
现，建议持续关注蔚来汽车
(NIO US)、小鹏汽车 (9868 
HK)、理想汽车 (2015 HK) 
及长城汽车 (2333 HK)。

SAE自动驾驶分级标准

資料來源：SAE 、中信证券

造车新势力及长城汽车下各品牌的平均价格

資料來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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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氢能行业：示范应用启动激发产业活力

 8月31日，多家氢能企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五部委《关于启动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启动通知”)，政
策是对去年开展示范应用通知的呼应，明确了燃料电池示范应用城市群名单 (北京、上海、广东三大城市群) 和示范应用期的补贴执
行规则、条件等要素。至此，中央层面的燃料电池补贴政策框架已全面确立，行业发展迎来新阶段。

 与去年 9 月发布的开展示范应用通知相比，启动通知中相应的奖励原则和框架基本不变，但对补贴的具体操作原则做了更细化的规
定。按照政策，企业根据汽车销量及电堆功率、载重质量进行权重积分，按照所得积分比例参与补贴分配。政策导向是鼓励企业尽
快实现规模化，增加大功率电堆、高载重的汽车销量。我们测算，积分最高的车型获得补贴可在 50 万元以上，略高于原有政策的
补贴水平。新的补贴政策有助于促进行业优胜劣汰，利好龙头企业胜出。从目前各个城市群的产业规划看，三大城市群规划 2025 
年氢能相关产值均达到 1,000 亿元，预计每个城市群 2025年推广车辆均有望达到万辆级，合计或达到 5 万辆，全国范围推广车辆
或达到10 万辆，市场增长空间明确。随着车辆的增加，产业链的规模效应也将逐步显现，全产业链成本下降指日可待。

资料来源：财政部网站、国鸿氢能官方微信号、中信证券

“开展通知”和“启动通知”相关政策规定比较 中央层面的示范应用启动，奠定了中期行业
补贴的格局，为产业发展鸣响了“发令枪”，
预计在地方政府配套政策下，行业发展将全
面加速。我们继续推荐氢能产业链有先发优
势的龙头，同时也可关注在相关城市群有产
业布局的公司。建议关注全产业链布局的美
锦能源 (000723 CH) 以及绿氢先行者宝丰能
源 (600989 CH)。同时可关注在示范区域有
布局的旭阳集团 (1907 HK；焦炉尾气制氢) 
及中集安瑞科 (3899 HK；加氢站建造服务及
储氢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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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美联储 9 月宣布 Taper 的预期下降。鲍威尔在刚结束的Jackson Hole 的讲话偏鸽派，总体而
言，其讲话对 Taper的预期引导较为充分，美联储9月立即宣布Taper的概率下降。另外，我们
预期Taper对中资股的影响或相对有限，除了美联储市场沟通已较为充分外，中国在新兴市场
中具备防疫和周期错位的优势。而且，随着 Delta 病毒带来的全球疫情反复，预计后续 Taper 
的执行过程会更加谨慎。

 外围市场或转趋波动。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内地经济恢复
仍然不稳固、不均衡。在变种毒株压制下，欧美经济恢复、货币宽松退出的时点或有所后移，
外围市场或转趋波动。

 疫情缓和消费券带动香港本地消费气氛。疫情相对可控、以及最近消费券帶旺市場氣氛，相
信香港零售市场会在今年开始强劲复苏，或出现「报复性消费」，本地收租股有望走出谷底。

 海外宽裕的流动性带动港股估值重估。现在海外仍然维持低息政策，海外宽裕的流动性迫使
资金不断寻找投资机会，其中港股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市场之一。恒生指数和国企指数市盈
率远低于美股标指，在今年基本面修复的趋势下，配置性价比更高。

 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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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把握后续波动带来的入场时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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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业绩确定的顺周期板块的交易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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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或调高将在月中公布的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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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短线交易建议为30天内 ^中长线推荐为6至12个月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月精选：关注可选消费、顺周期及新能源股

 吉利汽车

 安踏体育

 舜宇光学

 中芯国际

 领展

 华润啤酒

 京东集团

 中国神华

 港交所

 工商银行

 中国铝业

 比亚迪

 信义光能

 中兴通讯

 友邦保险

 维达国际

 永利澳门

短线交易建议* 中长线个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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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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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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国铝业 (2600 HK) 15/03/21 有色金属 213 5.65 6.91@ 22.3 11.4 9.8 0.5 1.3 0.0 8.7 106.2 40.9

比亚迪 (1211 HK) 04/01/21 汽车 2,090 254.40 447.00 75.7 - 87.1 4.7 8.0 0.1 (3.0) 25.2 25.2

信义光能 (968 HK) 29/06/21 光伏 766 18.22 22.00 20.7 30.0 27.2 3.4 5.4 1.5 5.6 (10.0) 11.4

中兴通讯 (763 HK) 27/07/21 通讯设备 196 26.00 35.49@ 36.5 14.1 12.4 0.5 2.0 1.5 (3.5) 33.3 2.2

友邦保险 (1299 HK) 17/08/21 保险 11,206 92.70 110.00 18.7 21.3 19.5 2.2 2.2 1.6 (2.7) (2.4) (1.4)

维达国际 (3331 HK) 25/01/21 生活用纸 71 22.45 30.00 33.6 13.3 12.1 1.6 2.0 2.1 2.0 6.1 (9.8)

永利澳门 (1128 HK) 08/06/20 澳门博彩 132 9.10 11.19 23.0 NA 28.4 NA NA 0.2 5.8 (30.1) (37.4)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3/9/2021     @彭博综合预测

 中国铝业 (2600 HK) – 在发改委政策推升成本、供给扰动规模和持续性超预期、旺季下消费有望边际改善和全球流动性宽松料将
延长的背景下，我们预计铝价的高位持续性将强于市场预期且有望持续走高。一方面，未来降碳节能的经济性将更加显现；另一
方面，预计发改委政策执行下成本抬升对盈利影响有限，铝价持续性和弹性仍料将拉阔电解铝公司盈利。中国铝业2021年上半
年净利润达到30.75亿元人民币创新高，同比大增85倍，业绩优于之前公布的盈利预增。我们预计中国铝业将成为中国碳中和的
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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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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比亚迪 (1211 HK) – 2021年8月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6.14万辆，同比增长302%，环比增长22%，略超预期。2021年1-8月公司新能
源汽车累计销量26.65万辆，同比增长193%，高景气延续。公司2021年上半年营收909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50%，归母
净利润11.7亿元，同比下跌29%；其中二季度扣非归母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跌68%，但环比则扭亏为盈 (一季度为亏损0.82亿元)。
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由於上游原材料涨价和疫情常态化后医疗防护用品收入规模同比大幅减少。2020年5月发布的旗舰轿车
“汉”超预期热卖后，销量稳定，成功实现品牌升级。2021年1月发布的DM-i系列主打低价格、低油耗、高配置的“不可能三
角”，口碑发酵下销量逐月向上。2021年8月发布的“海豚”增厚产品矩阵，后续还有海鸥”“海豹”“海狮”等“海洋系列”
车型值得期待，料将推动车型周期继续向上。此外，公司中性化战略稳步推进，动力电池外供加速、储能电池出货提升，供应链价
值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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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通讯 (763 HK) – 2021年上半年中兴通讯实现营收530.71亿元 (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12.44%，扣非归母净利润21.12亿元，
同比大增134.16%。得益于公司运营商网络业务毛利率回升和份额突破、消费者业务高速增长、政企业务稳步发展，公司上半年利
润增速表现亮眼。展望下半年，考虑到公司运营商网络业务毛利率反弹超预期、消费者业务增长超预期，以及中兴通讯在5G和ICT
设备领域份额的持续突破，仍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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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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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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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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板块下跌，
但随着疫情并没有爆发，澳门宣布自8月25日零时起经粤澳口岸出入境人士，从48小时改为须持7天内核酸测试阴性结果证明，澳门
入境旅客25日当天即重上单日2万人次水平，短期不明朗因素消退。永利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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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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线个股推荐^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中长线推荐为6至12个月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月精选：中长线个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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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吉利汽车 (175 HK) 12/05/20 汽车 1,573 27.40 35.00 27.7 29.8 21.7 1.0 3.2 1.0 6.2 3.4 109.5

安踏体育 (2020 HK) 13/10/20 体育 1,812 160.40 219.00 36.5 44.6 34.2 1.5 11.9 0.8 4.0 30.5 83.3

舜宇光学 (2382 HK) 11/05/21 科技 1,592 237.40 291.00 22.6 36.9 29.9 1.8 10.0 0.5 8.1 39.9 39.2

中芯国际 (981 HK) 26/07/21 科技 1,212 24.05 40.00 66.3 18.5 23.8 2.3 1.4 0.0 (0.8) 8.8 9.8

领展 (823 HK)* 04/01/21 REIT 1,487 71.15 83.30 17.1 23.8 22.8 0.9 0.9 4.3 (0.5) 0.8 0.8

华润啤酒 (291 HK) 11/05/21 啤酒 916 64.35 88.00 36.8 41.3 37.1 1.6 7.2 1.0 0.6 (9.9) (0.8)

京东集团 (9618 HK) 13/10/20 科技 5,852 312.20 362.00 16.0 52.4 32.6 4.6 3.8 0.0 2.4 (8.7) (1.5)

中国神华 (1088 HK) 11/05/21 煤炭 582 17.24 22.00 27.6 6.1 6.9 0.7 0.7 10.3 7.1 18.1 (5.1)

港交所 (388 HK) 26/07/21 交易所 6,179 487.60 687.00 40.9 44.1 37.2 2.7 11.9 2.0 0.4 14.7 (6.4)

工商银行 (1398 HK) 07/04/21 银行 3,446 4.41 7.50 70.1 4.0 3.7 0.4 0.4 7.6 1.6 (12.3) (20.7)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3/9/2021 *年化

 吉利汽车 (175 HK) –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23.8 亿元，若扣除 6.4 亿元股份支付的股权激励费用，则实现 30.4 亿元
净利润，同比增长31%，超市场预期。2021年上半年是公司的业绩底部，主力车型博越、帝豪等由于进入车型的末期，终端折扣较
强。展望下半年，全新帝豪将换代上市，此外高利润车型星越 L、领克 09 也将开始贡献销量，博越将在 22 年换代上市，持续增厚
利润。电动化方面，几何、极氪品牌将持续发力，HEV、PHEV 领域产品预计将在下半年上市，加速电动化转型。极氪 001上市后
市场反响热烈，订单已经排到 2022 年春节之后。目前公司业绩压力最大的时间已经过去，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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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中长线推荐为6至12个月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月精选：中长线个股推荐

 安踏体育 (2020 HK) – 公司 2021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228 亿元 (同比增长55.5%)，归母净利润 38.4 亿元 (同比增长131.6%)，其中安
踏/FILA/其他品牌收入分别增长56%/51%/90%，安踏/FILA 相较 2019 年同期增长39%/66%。盈利方面，安踏毛利率显着提升至
52.8% (提升11.2个百份点），主要由於直营 (DTC) 推动、电商占比提升和存货回收取消，折扣改善推动 FILA 毛利率提升 1.8百份
点至 72.3%，整体毛利率提升6.4个百份点至 63.2%。公司内地业务复苏顺利，各品牌重回成长轨道。短期看，主品牌重塑计划逐
步落地、新品牌加速兑现以及北京冬奥会渐近有望提振预期；长期看，预计 DTC将提升零售效率，公司将步入管理提效+新品牌兑
现业绩进而提升盈利的新的成长阶段。

 舜宇光学 (2382 HK) – 公司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53.7%至26.9亿元人民币，优于市场预期 4%。但由于手机镜头内部销售
的比例上升，导致财报收入略低于市场预期。手机镜头、车载镜头及摄像头模组的毛利率都出现显着改善。手机业务的压力主要体
现在平均售价受压，但良好的效率和成本控制支持利润率。车载镜头进展顺利，公司已完成英伟达平台8百万像素自动驾驶汽车镜
头组的研发。中长期来看，光学市场需求向好、规格稳步升级的趋势不改，我们坚定看好公司光学龙头地位。

 中芯国际 (981 HK) – 多家媒体报道指出中芯国际或许将以40nm工艺为华为代工生产OLED驱动芯片，或许代表着中芯国际的40nm
工艺已实现完全独立自主。公司2021年二季度业绩及三季度指引好于预期，展望全年中芯的新产能释放主要集中于下半年，我们预
计受到扩产和涨价的双重影响，公司全年收入有望逐季度持续环比成长。我们长期看好公司以较高资本开支持续扩产做大规模，并
持续开展特色工艺和先进技术研发的战略，认为公司具备超越国际二线厂商的能力。公司为芯片制造国产替代核心标的，代表了中
国大陆硅基半导体工艺制造的最高水平，具有极强的国家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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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中长线推荐为6至12个月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月精选：中长线个股推荐

 领展 (823 HK) – 防疫措施逐步放宽将带动本地消费重回正轨，加上以本地业务为本的领展，将受惠于港府将推出的5,000元电子消
费券计划。香港零售市道受前年的社会事件以及去年的新冠疫情严重打击，但最坏情况预期即将过去，随着香港社会气氛缓和，疫
苗可望在今年中广泛接种，相信香港零售市场会在今年开始强劲复苏，或出现「报复性消费」，本地收租股有望走出谷底。领展
2021财年 (截至3月) 业绩符合预期，其中公司资本置换及产生增值回报的步伐快过预期。我们认为公司收购上海七宝万科广场和广
州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时机正确，价格便宜，收购直接增加了可分配收入 (DPU)，当新冠疫情进一步好转且香港及内地边境重新开
放时，领展有能力迅速恢复增长。

 华润啤酒 (291 HK) – 2021年上半年公司收入/核心息税前利润同比增长12.8%/43.0%，受益于产品结构升级拉动，毛利率在较高成
本压力下同比增长 1.9百份点。公司上半年保持较高的费用投放力度，高端化目标明确，SuperX 实现翻倍增长，马尔斯绿及喜力也
取得强劲增长。基于公司的高端化决心以及渠道执行力，看好高端化下华润的发展势能，有望向着 2025 年次高端及以上 400 万千
升持续冲击。公司借助良好的基地市场储备及持续提升的供应链能力，有望实现高端化下盈利快速增长，多因素催化下看好公司持
续增长的前景。

 京东集团 (9618 HK) – 京东2021年二季度业绩符合预期。总收入同比增长26.2%至2,538 亿元 (人民币，下同)，高于预期。调整后
净利润同比下降21.7%至46亿元，亦优于预期。自营收入同比增长 23%，而开放平台则通过扩大与顶级品牌的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同
比35%的高增长。不过，加大物流和低线城市的投资导致利润下降。我们预计2021年下半年总收入将保持同比增长约26%，但调整
后的净利润同比降幅可能会在三季度扩大至约30%，然后在四季度盈利表现才会反弹。不过，短期投入有望抬升长期增长中枢。同
时，京东所代表的品质电商和消费升级与人民对美好便捷生活的追求一致，对一线员工的权益保护有口皆碑，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
兼备，仍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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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中长线推荐为6至12个月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月精选：中长线个股推荐

 中国神华 (1088 HK) – 公司2021年一季度由于预提费用增加，业绩增速低于预期。二季度在煤炭、运输板块量价齐升的带动下，单
季营业收入/净利润环比分别增長13%/24%，业绩弹性有所放大，体现了稳健增长的特征。公司4月份公告，已取得台格庙煤炭资源
探矿权，有助于公司煤炭产能的长期增长。公司新近宣布出资20亿元参与国能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今年公司还投资了山东潍坊
的清洁综合能源项目，预计后续公司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将逐步加快，以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公司现金流充沛，后
续资本开支无大幅增加，具备持续高分红的能力，长期投资价值凸显。

 港交所 (388 HK) – 南北向交易不断增长，互联互通机制在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局势持续紧张，
反而提高了在美股ADR上市的中国企业来港二次上市的可能性。长期来看，MSCI 中国 A50 指数期货推出，有望提升 A 股对国际投
资者的吸引力，巩固香港在国际市场上作为金融风险管理和接通中国市场中心的重要地位，远期增厚港交所年收入 4%以上。港交
所的盈利能力与ADT (日均交易额) 高度相关，产业结构是ADT的核心影响要素。尽管ADT会随市场波动，但中枢预计将伴随中国新
经济的成长而稳步上移。只要“以法律、制度、文化为核心，持续吸引中国新经济公司来港上市，满足全球和南下机构投资者的需
求”的逻辑不变，那么长期来看就可以获得ADT增长所创造的回报。港交所作为中国新经济主战场的直接及最大受益者，具长线配
置价值。

 工商银行 (1398 HK) – 上月，人行和银保监分别在国新办召开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银行保险业运行情况发布会。银保监会吹风会
表明，银行业当前经营和资产质量均呈现稳中向好趋势，7月中以来持续披露的半年业绩快报亦显示二季度银行盈利在加速修复。
降准过后，市场对经济景气和金融让利的担心扰动投资情绪。而银保吹风会关于盈利修复的表态，以及持续披露的业绩快报，正持
续验证板块景气度修复。当前估值水平低位下可关注具备风险拐点、估值修复特点的工商银行，現時分紅率近8%，具配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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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6到12个
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以报告发布日后的6到12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
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
美国市场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500指数为基准。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20%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5%～20%之间
持有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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