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及投资方案部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市场动态 

2021 年 9 月 10 日 
－ 

供 应 偏 紧 推 动 内 地 PPI 再 创 新 高  

 2021 年 8 月，内地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8%，环比上涨 0.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9.5%，环比上涨 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3.6%，环比上涨 0.8%。受国内供应

整体偏紧叠加需求旺盛，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

业同比涨幅进一步扩大，带动 8 月份 PPI 再创新高。后续来看，预计年内翘尾因素对 PPI 同比读数将呈持续

的负贡献，并且在持续的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推进下，预计年末 PPI 同比读数或将有所回落。8 月份猪

肉价格对 CPI 的拖累有所加深，剔除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其他食品价格和非食品项价格仍有上涨趋势。 

 重点新闻：南华早报：中国据悉将放缓审批新的网络游戏，并非暂停批准；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温和下

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购买速度；中国商务部：便利港澳人士前海横琴就业执业；人民银行：跨境理财通和债

券通的南向通将于近日正式启动运行；香港金管局：今日公布跨境理财通细则；内地首次组织投放储备原

油；腾讯《英雄联盟手游》延至国庆后推出；中国冀深化与金砖伙伴各领域合作；蔚来汽车传港上市或推迟

至明年；中国网上音乐串流平台喜马拉雅取消在美国上市计划。 

 
 
 
 
 
 

 

股 票  
周四 A 股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

一，午后三大指数继续低位盘整，

临近尾盘跌幅收窄，三大最终微涨

收盘；多家网游平台被內地部門约

谈，午后传出将暂停审批新网络游

戏，消息拖港股周四大跌逾六百

点；美国上周首领失业救济人数再

创疫情以来新低，一度推动美股三

大指数造好，但其后美国多间航空

公司因受疫情恶化调低盈利预测影

响，美股由升转跌。 

外 汇 / 商 品  
美国原油库存数降幅少于市场预

期，加上中国出售战略原油储备，

周四国际油价跌逾 1%，紐約期油创

下两周以来低位。 

固 定 收 益  
周四中资美元债投资级涨跌互现，

科技板块腾讯在相关新闻影响下拉

宽 3-5bps；国企板块如中海油、

中石化等继续收窄 3-5bps。高收

益小幅走弱，建业地产在向政府求

助传闻后大跌 5-8pt，但在电话会

议澄清谣言后一度反弹，最终跌 2-
3pt；恒大在新闻报道境内机构协

议调整还款期限后反弹 2-3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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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海 外 市 场  

 美国上周首领失业救济人数再创疫情以来新低，一度推动美股三大指数造好，道指曾抽高 168 点，全日高位

暂触及 35,199 点。但其后美国多间航空公司因受疫情恶化调低盈利预测影响，美股由升转跌，道指最多曾挫

183 点，低见 34,847 点。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151.69 点 (-0.43%)，报 34,879 点；标指下跌 20.79 点 
(-0.46%)，报 4,493 点，纳指下跌 38.39 点 (-0.25%)，报 1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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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79.4  (0.4)  日经 225  30,008.2  (0.6) 

标普 500  4,493.3  (0.5)  标普/澳证 200  7,369.5  (1.9) 

纳斯达克  15,248.3  (0.3)  韩国 KOSPI  3,114.7  (1.5)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15,360.9  1.7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7,369.3  0.1 

欧元区斯托克 50  4,177.1  (0.0)  台湾台股指数  17,304.3  0.2 

英国富时 100  7,024.2  (1.0)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综合  6,068.2  0.7 

法国 CAC 40  6,684.7  0.2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78.9  (1.2) 

德国 DAX 30  15,623.2  0.1  新加坡富时海峡  3,071.7  0.1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726.4  (0.0)  越南证交所指数  1,344.0  0.8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板 块 要 闻  
 关注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优质企业。上游资源、部分锂电材料公司受益涨价具有高业绩弹性，电池厂商凭

借较强产业链话语权盈利保持一定韧性。随着国内更具产品力的新车型加速投放，补贴政策和碳排放新规驱动欧洲电

动化率在提高，美国电动车政策向好，特斯拉继续引领全球电动智能浪潮，我们判断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有望延

续高增长。从全球视野看，中国电动化供应链快速发展、最为完善，龙头企业已经供应海外，作为全球优质制造资产

的价值凸显。推荐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优质企业如比亚迪 (1211 HK)、以及特斯拉 (TSLA US) 和宁

德时代 (300750 CH) 供应链等。 
 

 福特 (FORD US) 结束印度汽车生产业务。公司表示将于四季度逐步清理印度古吉拉特邦 (Gujarat) 的
装配厂；明年首季之前清理泰米尔纳德邦 (Tamil Nadu) 的引擎生产与汽车装配厂，但会保留生产只供出口的引擎业

务。集团日后将透过进口汽车，满足印度客户对其汽车的需求。其分销商将要关闭陈列室。公司仍会向印度客户提供

零件及担保服务，公司周四股价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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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及投资方案部 I 市场动态 I 2021 年 9 月 10 日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港 股 市 场  

 腾讯 (700 HK) 和 网易 (9999 HK) 被内地部門约谈，午后传出将暂停审批新网络游戏，消息拖港股周四大

跌逾六百点，科技股被抛售。昨日恒指低开 244 点后震荡，随后跌势加剧，盘尾更传出将暂停审批新网络游

戏消息，恒指最终收报 25,716 点，跌 604 点 (-2.3%)；科指大跌 310 点 (-4.5%)，报 6,560 点。大市成交上

升至 1,660 亿港元。蓝筹股普遍下跌，科网股为跌市重灾区；发改委计划扩大化肥铁路优惠运价，化肥股逆

市上涨，铝价创 13 年新高，有色金属股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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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源 1.2  通信服务 (6.8) 

日常消费品 0.4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3.9) 

公用事业 0.1  信息技术 (2.2) 

工业 (0.2)  医疗保健 (1.7) 

房地产 (0.6)  金融 (0.8)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中国公共采购 (1094 HK) 68.9  环科国际 (657 HK) (20.6) 

中国环保能源 (986 HK) 56.6  百信国际 (574 HK) (17.3) 

中油洁能 (1759 HK) 41.2  中国派对文化 (1532 HK) (17.2) 

通达宏泰 (2363 HK) 34.8  财讯传媒 (205 HK) (15.5) 

顺泰控股 (1335 HK) 33.6  金石投资 (901 HK)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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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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块 要 闻  
 火电转型提速料带动估值修复。我们预计下半年，火电企业亏损压力较大、料落入周期底部，但电价上

调与转型风光提速料带动估值修复；水电来水承压，但新装机与投资收益有望对冲业绩；燃气龙头毛差转弱，但高需

求与新业务料支撑业绩增速。继续关注华润电力 (836 HK)、华能国际 (902 HK)、华电国际 (1071 HK)、中国电力 
(2380 HK)、信义能源 (3868 HK)、新奥能源 (2688 HK)、华润燃气 (1193 HK) 等。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59.7港元; 目标价: 100港元) 回购持续开展，整合值得期待。公司在半年报业

绩发布后连续7个交易日回购股份，总耗资6亿港元，共回购股份1,0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公司重视股东

利益、彰显投资价值。我们期待公司在夯实品牌、科技进步、管理提升的同时，在蓝光嘉宝并购案中取得良好的整合

成果，并在板块进入大整合时代的背景之下持续引领行业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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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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A 股 市 场  

 周四 A 股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创指曾下跌逾 1%。午后三大指数继续低位盘整，临近尾盘跌幅收窄，沪

指逼近 3,700 点，三大微涨收盘。沪指最终涨 0.49%，报 3,693 点，深成指涨 0.07%，报 14,698 点，两市成

交 1.43 万亿元；创指涨 0.06%，报 3,221 点，成交额达 2,654 亿元。北向资金全天流入超 60 亿元。盘面上

抽水蓄能、石油、煤炭、钢铁、水泥板块涨幅居前；元宇宙、NFT 概念、光刻胶板块跌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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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源 4.6  信息技术 (0.9) 

原材料 2.4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7) 

工业 1.0  金融 (0.5) 

公用事业 0.6  医疗保健 (0.3) 

房地产 0.5  日常消费品 0.0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蓝盾股份 (300297 CH) 20.1  宝通科技 (300031 CH) (13.6) 

智度股份 (000676 CH) 10.1  超图软件 (300036 CH) (11.2) 

冀中能源 (000937 CH) 10.1  万兴科技 (300624 CH) (11.0) 

山西焦化 (600740 CH) 10.0  睿创微纳 (688002 CH) (10.0) 

祁连山 (600720 CH) 10.0  视觉中国 (000681 C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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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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块 要 闻  
 有色金属核心标的盈利将持续释放。预计伴随金属价格的高位持续性或上行动力将超市场预期，核心标

的盈利将持续释放，整体板块上行还将持续。未来重点关注：(1) 铝铜价维持强势维持，重点推荐洛阳钼业 (603993 
CH)、金诚信 (603979 CH) 等；(2) 新能源板块，具有铜钴镍业务的公司具备较高的盈利弹性，重点关注赣锋锂业 
(002460 CH)、盛新锂能 (002240 CH) 等；(3) 持续关注锡和稀土的上行空间，推荐关注北方稀土 (600111 CH)、厦

门钨业 (600549 CH) 等；(4) 新材料板块，受益于军工/半导体景气周期上行，重点推荐抚顺特钢 (600399 CH)、有

研新材 (600206 CH)；高端金属材料行业重点推荐中钨高新 (000657 CH)、海亮股份 (0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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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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汇 / 商 品  

 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当地上周原油库存减少 152.9 万桶，市场预期减少 461.2 万桶，降幅少于预期，加上中

国出售战略原油储备，周四国际油价走弱。纽约期油收盘跌 1.16 美元 (-1.7%)，报 68.14 美元/桶，创下两周

以来低位；伦敦布兰特期油收盘跌 1.15 美元 (-1.6%)，报 71.45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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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8 (0.2) 0.3 (4.1) 93.54 91.92 91.50 (1.1) 
美元兑人民币^ 6.455 0.1 0.0 7.9 6.498 6.446 6.45 0.1 
美元兑日圆 109.72 0.5 0.2 (1.0) 110.31 109.36 110.00 (0.3) 
欧元兑美元 1.183 0.1 (0.4) 5.5 1.190 1.167 1.18 (0.2) 
英镑兑美元 1.384 0.5 0.0 4.4 1.390 1.364 1.39 0.5 
澳元兑美元 0.737 0.0 (0.4) 4.9 0.748 0.713 0.75 1.8 
纽约期金 1,797.8 0.4 (0.9) 18.0 1,831.7 1,759.4 1,780.00 (1.0) 
纽约期油 68.1 (1.7) (0.7) 11.6 71.5 63.7 65.45 (3.9) 
彭博商品指数 96.6 (0.1) 0.5 19.4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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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中资美元债投资级涨跌互现，科技板块腾讯在相关新闻影响下拉宽 3-5bps；国企板块如中海

油、中石化等继续收窄 3-5bps。高收益小幅走弱，建业地产在向政府求助传闻后大跌 5-8pt，但在电话会议

澄清谣言后一度反弹，最终跌 2-3pt；恒大在新闻报道境内机构协议调整还款期限后反弹 2-3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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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6 (0.01) 4.15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21 (0.38) 9.13  美国投资级指

数 3,562.13 0.50 0.04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23.39 0.11 1.47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30 (4.05) 38.39  美国高收益指

数 764.51 0.02 4.55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310.66 0.13 (7.30)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90 (5.80) 25.28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91.90 0.06 (0.53)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326.57 0.16 (9.41)  10-2年 

美债利差 1.08 (3.67) 29.26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46.15 0.10 (3.67)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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