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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2021 年 9 月 9 日 
－ 

稳 健 中 性 仍 是 中 国 货 币 政 策 的 总 体 基 调  

 当前总体压力不小，PPI 同比仍在高位，CPI 环比有所反弹，同时核心 CPI 同比则在持续走高，短期内 PPI
预计仍将维持高位，不排除同比继续创新高的可能。另一方面，CPI 与 PPI 的通胀剪刀差不断走阔，或将导

致部分中下游行业的利润被侵蚀，加大经济结构性问题。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策层面更不愿意

看到 CPI 同比快速回升形成滞胀局面，因而治理 PPI 和高通胀剪刀差较为关键，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受到制

约。央行近期连续表示，观察货币政策取向，只需看政策利率是否发生变化。从当前政治局会议以及央行对

于货币政策的定调来看，稳健中性仍是货币政策的总体基调，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因此，调整政策利率进而

改变货币政策取向的概率不大，降息并没有明显的决策支持。 

 重点新闻：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美国联储局：美国经

济增速轻微放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横琴、前海开发建设有关情况；中国国务院：

北上广深、重庆、杭州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中国交通部：督促网约车平台降低过高抽成比例；内地部门

对腾讯、网易等游戏直播平台进行约谈；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疫情后继续宽松政策；英国下议院通过加

税方案；英伦银行行长贝利：英国收紧货币政策的最低标准已达到；深圳市政府：下月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

债券 

 
 
 
 
 
 

 

股 票  
恒指及沪指在连升两日后周三轻微

低收；联储局经济报告指出美国经

济轻微向下，新一波变种病毒确诊

个案增加，引发市场忧虑经济复苏

放缓，美三大指数微跌。 

外 汇 / 商 品  
飓风吹袭后美国墨西哥湾内的产油

设施的复原进度缓慢，加上产油国

利比亚爆发新一轮罢工潮，周四国

际油价反弹逾 1%。 

固 定 收 益  
周三中资美元债投资级走强，科技

板块腾讯、阿里等长端收窄 1-
2bps；国企板块如中海油收窄 3-
5bps，中铝继续收窄。高收益板

块在波动后下跌，恒大曲线早盘一

度上涨 1-2pt，但在新闻报道恒大

将于 9 月停止支付贷款利息后曲线

全线下跌，刷新历史新低。富力曲

线则持续反弹，全日涨幅达 2-
3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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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联储局经济报告指出，8 月美国经济轻微向下，新一波变种病毒确诊个案增加，引发市场忧虑经济复苏放

缓，市场对美股前景转趋审慎，道指与标指连跌 3 日。昨日道指低开低走，曾跌 174 点，低见 34,925 点，收

盘跌 68 点 (-0.2%)，收报 35,031.07 点；标指数微跌 5 点 (-0.13%)，收报 4,514 点，纳指跌 87 点 
(-0.57%)，收报 15,286 点。 

 

欧美主要指数  亚太主要指数 

指数 收盘点位 1日涨跌 (%)  指数 收盘点位 1日涨跌 (%) 
道琼斯  35,031.1  (0.2)  日经 225  30,181.2  0.9 

标普 500  4,514.1  (0.1)  标普/澳证 200  7,512.0  (0.2) 

纳斯达克  15,286.6  (0.6)  韩国 KOSPI  3,163.0  (0.8)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13,412.8  (3.8)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7,353.5  (0.0) 

欧元区斯托克 50  4,177.2  (1.1)  台湾台股指数  17,270.5  (0.9) 

英国富时 100  7,095.5  (0.8)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综合  6,026.0  (1.4) 

法国 CAC 40  6,668.9  (0.9)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97.6  0.9 

德国 DAX 30  15,610.3  (1.5)  新加坡富时海峡  3,068.9  (1.3)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726.5  0.2  越南证交所指数  1,333.6  (0.6)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板 块 要 闻  
 光伏行业增长韧性犹在，景气持续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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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游排产和订单情况看，需求回暖驱动产业链价格迎来阶段性回升，预计下半年有望维持高景气度，预计

2021/2022年全球光伏装机有望达155/210G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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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关注大全新能源 (DQ US)、通威股份 (600438 CH)、
隆基股份 (601012 CH)、晶澳科技 (002459 CH)、福斯特 (603806 CH)。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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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股 市 场  

 港股在连升两日后昨日高开低收，早盘曾一度涨 206 点至 26,560 点，但随后有回吐，曾倒跌 188 点，低见

26,164 点，午后跌幅收窄。恒指收跌 32 点 (-0.12%)，报 26,320 点；科指也先升后跌，收盘跌 16 点 
(-0.24%)，报 6,871 点，大市成交 1,521 亿港元。蓝筹股普遍下跌；内地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正式启动，电力

股向好，新能源电力股大涨；航运股上涨；憧憬黄金周到来，航空及旅游股份走强；比特币概念股大跌； 

 美联储 T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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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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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全面恢复「回港易」，并在 9 月 15 日推出「来港易」，关注本港零售、消费

及收租等相关板块的交易机会；中央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及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改革開放方案》，建议关注澳门博彩板块及深圳前海概念股。 

  

港股主板五大表现强弱板块*/个股 恒生指数 

板块 1 日涨跌 (%)  板块 1 日涨跌 (%) 

 

通信服务 1.0  工业 (2.6) 

医疗保健 0.7  信息技术 (1.4)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5  能源 (0.8) 

房地产 0.5  日常消费品 (0.6) 

公用事业 0.0  金融 (0.6)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中油洁能 (1759 HK) 120.8  顺泰控股 (1335 HK) (27.5) 

三爱健康 (1889 HK) 53.3  博奇环保 (2377 HK) (22.4) 

时富投资 (1049 HK) 33.6  克莉丝汀 (1210 HK) (22.1) 

维太创科 (6133 HK) 32.1  中国唐商 (674 HK) (18.3) 

堡狮龙 (592 HK) 27.4  创建集团 (1609 HK) (15.4)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恒指成份股  根据 GICS 分类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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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要 闻  
 恒安国际 (1044 HK; 43港元; 目标价: 53港元) 基本面延续筑底。公司上半年纸巾业务量价齐缩，低成

本的木浆库存，木浆价格上涨的影响尚未体现，下半年将面临终端竞争激烈及高木浆成本，基本面料仍将承压。上半

年公司卫生巾及纸尿裤收入大幅下滑，我们预期产品高端化有望延缓公司市占率下滑趋势。上半年国内必选消费行业

疲软，加上公司团队和渠道改革梳理，各项业务均未达到预期，基本面仍在筑底。持续推进产品高端化及新兴渠道布

局，静待改革见效、经营拐点出现。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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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市 场  

 周三沪指早盘低开走高，但 3,700 点遇上阻力，此前热炒的板块快速降温，白酒、半导体及新能源车股走

弱，拖累沪指触顶回落，收盘微跌终止两连升。截至收盘，沪指跌 0.04%，报 3,675.19 点；深成指跌

0.10%，报 14,688.08 点；创指跑输大市，跌 0.97%，报 3,219.95 点。市场交投活跃，两市成交升 5%至

14,747 亿元 (人民币‧下同)。北向资金终止连续 12 个交易日净流入态势，陆股通净流出 16.18 亿元。盘面

上，内地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正式启动，推动电力板块造好，京能电力 (600578 CH) 及上海电力 (600021 
CH) 等多股涨停。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预告中央即将下发《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农业股急涨，隆平高科 
(000998 CH) 及荃银高科 (300087 CH) 升 8.74%和 5.72%。另外，云游戏、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工业母

机、HIT 电池、BIPV 概念板块跌幅较大。 

 

陆股通五大表现强弱板块*/个股 上证综指 

板块 1 日涨跌 (%)  板块 1 日涨跌 (%) 

 

通信服务 2.4  医疗保健 (3.3) 

公用事业 2.0  日常消费品 (0.9) 

能源 1.3  工业 (0.8) 

原材料 1.0  房地产 0.1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0  金融 0.5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汤姆猫 (300459 CH) 20.1  东富龙 (300171 CH) (9.4) 

数码视讯 (300079 CH) 20.0  新华医疗 (600587 CH) (8.9) 

顺网科技 (300113 CH) 20.0  科达利 (002850 CH) (8.4) 

宝通科技 (300031 CH) 20.0  振芯科技 (300101 CH) (8.2) 

万兴科技 (300624 CH) 17.0  捷佳伟创 (300724 CH) (7.6)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上证综指成份股  根据 GICS 分类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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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要 闻  
 台华新材 (603055 CH; 15.71元; 目标价: 23元) 锦纶龙头，重启成长。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锦纶产业

链，凭借多年来研发合作积累，建立纺纱、织布、印染和后整理等多个环节垂直一体化的布局，实现供应链降本提

速，并与迪卡侬、Lululemon、安踏等优质品牌进行合作。伴随锦纶66上游国产化与可再生锦纶推广行业趋势，公司

12万吨高端锦纶纤维产能有望顺利释放，长期布局可再生锦纶蓝海市场，未来有望重启加速增长势头，建议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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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汇 / 商 品  

 美国联储局官员发表的言论被视为「偏鸽」，美元汇价先升后回。 

 飓风吹袭后美国墨西哥湾内的产油设施的复原进度缓慢，加上产油国利比亚爆发新一轮罢工潮，周四国际油

价反弹。周三纽约期油收盘涨 0.95 美元 (+1.39%)，报 69.3 美元/桶；伦敦布兰特期油收盘涨 0.91 美元 
(+1.27%)，报 72.6 美元/桶。 

 另外，美国能源信息局调低当地原油今年平均日产量预测 20 万桶至 1,101 万桶，是该局今年以来最大下调幅

度。 

主要外汇商品 
 上日收盘 1日变动 (%) 5日变动 (%) 年初至今涨跌 (%) 保力加通道 (上端) 保力加通道 (下端) 彭博预测* 潜在升/跌幅 (%)* 
美元指数 92.65  0.2  0.2  (3.9) 93.57  91.94  91.50  (1.2) 
美元兑人民币^ 6.462  0.1  (0.0) 7.8  6.498  6.448  6.45  0.2  
美元兑日圆 110.25  0.0  (0.2) (1.5) 110.40  109.34  110.00  0.2  
欧元兑美元 1.182  (0.2) (0.2) 5.4  1.190  1.166  1.19  0.7  
英镑兑美元 1.377  (0.1) 0.0  3.9  1.390  1.364  1.39  0.9  
澳元兑美元 0.737  (0.3) (0.0) 4.9  0.748  0.713  0.75  1.8  
纽约期金 1,791.2  (0.3) (1.4) 17.6  1,834.3  1,752.0  1,780.00  (0.6) 
纽约期油 69.3  1.4  1.2  13.5  71.6  63.7  65.45  (5.6) 
彭博商品指数 96.7  0.9  0.7  19.5  98.0  91.9  NA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2021 年彭博综合预测         ^ 在岸人民币汇价 

 

 

固 定 收 益  

 债市新闻: 周三中资美元债投资级走强，科技板块腾讯、阿里等长端收窄 1-2bps；国企板块如中海油收窄 3-
5bps，中铝继续收窄。高收益板块在波动后下跌，恒大曲线早盘一度上涨 1-2pt，但在新闻报道恒大将于 9 月

停止支付贷款利息后曲线全线下跌，刷新历史新低。富力曲线则持续反弹，全日涨幅达 2-3pt。 

 新债发行: 建信金融租赁子公司发行 5 年期高级无抵押债券，由建信金融租赁提供维好协议，定价

CT5+90bps，息票率 1.6%，发行规模 4 亿美元，债券信用评级为 A2/A (穆迪/标普)。 

债券市场指数 

  现时  1日涨跌 
(%) 

年初至今 
(%)   现时 

(%) 
1日涨跌 

(基点) 
年初至今 

(基点)   现时 1日涨跌 
(%) 

年初至今 
(%) 

中国境内债 
(人民币) 204.68 (0.02) 4.17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22 (0.39) 9.51  美国投资级指

数 3,544.55 0.24 (0.45)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23.15 0.11 1.36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34 (3.56) 42.44  美国高收益指

数 764.35 (0.04) 4.53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310.25 (0.15) (7.43)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96 (3.11) 31.08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91.66 0.05 (0.59)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326.05 (0.12) (9.56)  10-2年 

美债利差 1.12 (3.17) 32.93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46.01 (0.48) (3.76)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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