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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1 日 
－ 

内 地 房 地 产 行 业 格 局 将 快 速 演 变  

 内地房地产产业链指标，除竣工外均持续向下。目前很多企业融资十分困难，土地市场热度迅速下降，销售

去化减速。部分公司经营管理不善，遇到明显的资金链问题。但对个别公司的资产处置和债务重组，导致针

对其他公司的信用融资也遇到困难。信用风险有一定的传染性，未来可能需要外力切断。信用重构加速推

进，行业格局日趋明朗，并非坏事。我们预计，行业格局将快速演变，部分企业主动缩减规模甚至被动退

出，意味着另一些企业份额提升。 

 重点新闻：澳门官员称对发牌数量等没预设立场；美国 11 月容许完成接种疫苗外国旅客入境；美民主党与共

和党将表决调高国债；新地：从未收到媒体所称「中央政府向香港地产商施压」的消息；香港地产建设商

会：未听闻中央官员与地产商会晤的消息。 

 
 
 
 
 
 

 

股 票  
市场忧虑恒大危机，市传中央晤港

地产商促助解房屋短缺，同时联储

局将议息，加上欠缺北水下，周一

恒指一度大跌逾千点，创去年 10
月以来低位，收盘跌逾 3%险守

24,000 点关口；市场对美联储收

紧政策的担忧情绪升温，拖累美股

道指周一低开低走，道指标指跌

1.7%。 

外 汇 / 商 品  
美国议息在即，投资者忧虑美国收

紧政策，美国股市大跌，避险情绪

升温，美元汇价偏强，周一国际油

价跌~2%。 

固 定 收 益  
内地中秋节假期，中资美元债周一

保持平静。投资级情绪疲软，国

企、科技板块拉宽 5-10bps，美团

走阔 10-15bps；在香港房地产板

块负面新闻影响下，港资名字明显

走弱，新世界地产、南丰利差走阔

15-25bps。高收益抛售继续，新

力地产传境内信托违约，股票崩

盘，短债价格暴跌至 40 附近；广

州富力股东宣布注资 80 亿港元，

预计公司将有足够的流动性来偿还

债务，广州富力曲线大幅反弹，短

债涨 10-1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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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市场对美联储收紧政策的担忧情绪升温，拖累美股道指周一低开低走，尾盘跌幅扩大至超过 900 点，VIX 波

动指数曾大升至 28.79，能源股及金融股遭抛售。截至收盘，道指报 33,970 点，跌 614 点 (-1.78%)；标指

报 4,357 点，跌 75 点 (-1.7%)；纳指报 14,713 点，跌 330 点 (-2.19%)。苹果 (AAPL US) 及 Facebook 
(FB US) 跌逾 2%、亚马逊 (AMZN US) 跌 3%；摩根大通 (JP US) 跌 3.0%、高盛 (MS US) 跌 3.4%；卡

特彼勒 (CAT US) 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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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70.5  (1.8)  日经 225  30,500.1  0.0 

标普 500  4,357.7  (1.7)  标普/澳证 200  7,248.2  (2.1) 

纳斯达克  14,713.9  (2.2)  韩国 KOSPI  3,140.5  0.0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8,843.7  (2.3)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7,396.9  (1.1) 

欧元区斯托克 50  4,043.6  (2.1)  台湾台股指数  17,276.8  0.0 

英国富时 100  6,903.9  (0.9)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综合  6,076.3  (0.9) 

法国 CAC 40  6,455.8  (1.7)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27.9  (1.3) 

德国 DAX 30  15,132.1  (2.3)  新加坡富时海峡  3,041.7  (1.0)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700.7  (2.5)  越南证交所指数  1,350.5  (0.2)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板 块 要 闻  
 小鹏汽车 (XPEV US; 36.59美元; 目标价: 55美元) 押注自动驾驶，重构商业模式。公司第三款车P5即

将上市，亲民价格及更强的辅助驾驶能力。我们预计2021/22年小鹏销量有望达到6.8/14万辆，并且在2025年实现60
万台的年销量，彼时公司在新能源车市场份额有望达到6%左右。我们看好公司销量的快速提升，原因为：(1) 行业

增长，预计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有望达到305万辆，而2025年行业销量有望达到900万辆，年复合增速约30%；

(2) 小鹏计划未来每年推出1-2款产品，车型矩阵逐渐丰富、保有量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3) 随着销售和补能网络

铺开，买车、用车更加便利；以及很重要的是；(4) 我们看好小鹏的自动驾驶技术持续领先，并且在3-5年内实现车

库、城市、高速路自动驾驶能力的打通，优质的体验有望带来需求的 “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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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忧虑恒大危机，市传中央晤港地产商促助解房屋短缺，同时联储局将议息，加上欠缺北水下，周一恒指一

度大跌逾千点，创去年 10 月以来低位，收盘险守 24,000 点关口。昨日恒指低开低走，随后跌势加剧，曾大跌

1,048 点至 23,871 点，午后跌幅略为收窄。恒指收报 24,099 点，大跌 821 点 (-3.3%)；科指跌 180 点 
(-2.8%)，收报 6,271 点，大市成交 1,417 亿港元，约 9 成股份下跌。香港地产、内地房地产及物业管理板块

成跌市重灾区，恒大系继续被抛售，恒大部分主要往来银行已经为恒大相关贷款计提损失准备，内银走弱。 

 ADR 港股比例指数收报 23,759 点，较港低 340 点；恒指夜期收报 23,669 点，低水 430 点。市场观望美联

储议息及会后言论，内地中秋节假期周一、二休市，港股周三节后休市，加上市传内地要求香港发展商协助

解决住房短缺问题，预期港股被观望情绪笼罩。预计国内经济 8 月见底后将逐月改善，短期扰动缓解后四季

度经济将回归常态；年底前宏观流动性将保持阶段性宽裕，四季度降准有望在 10 月份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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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包括新能源、半导体、通信设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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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消费券发放下带起本港消费气氛，加上香港特区政

府 9 月放宽内地居民入境措施，关注本港零售、消费及收租等相关板块的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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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用事业 (1.0)  房地产 (6.7) 

通信服务 (1.7)  金融 (4.1) 

医疗保健 (1.8)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3.2) 

工业 (1.8)  能源 (2.5) 

日常消费品 (1.9)  信息技术 (2.1)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恒鼎实业 (1393 HK) 102.3  新力控股 (2103 HK) (87.0) 

中国服饰 (1146 HK) 37.7  MI 能源 (1555 HK) (29.1) 

三爱健康 (1889 HK) 24.3  华众车载 (6830 HK) (28.5) 

万嘉集团 (401 HK) 24.1  兴利 (香港) (396 HK) (27.6) 

京西国际 (2339 HK) 16.9  江山控股 (295 HK)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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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房地产板块因政策担忧被抛售。自上周五以来，有消息指中央正在敦促香港发展商助力解决香港住房短缺问题，

此消息拖累市场情绪，周一香港房地产股大跌。过去几年，主要发展商通过捐赠耕地、收地和积极参与土地共享计

划，努力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创造更多的中期住房供应。然而，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供应机制下，香港发展商能做的并不

多，风险实际上在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潜在政策变化，但我们尚未看到任何迹象。尽管如此，在有任何具体计划出现

前，市场对住宅物业的政策担忧应会继续压制板块表现。因此，较少住宅物业的出租商相对发展商较安全。 
 

 比亚迪 (1211 HK; 243.8港元; 目标价: 447港元) 电动平台为源，车型周期向上。公司作为电动化技术领

先者，除电动车业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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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公司电动车和电池业务景气度高，其中电动

车随着纯电e平台3.0新车型和高端品牌投放，车型向上周期有望延续。刀片电池良率逐渐提升，全球配套加速，中性化

预期下优质电池供应商价值凸显，估值有望提升。同时比亚迪半导体公告申报创业板上市也已获受理，拟发行不超过

5,000万股，计划募集28.9亿元，半导体业务分拆上市后可降低资金成本、享受独立估值兑现价值、经营积极性提升，

有望强化其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半导体业务分拆将为动力电池分拆提供路径参考，动力电池分拆有望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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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外 汇 / 商 品  

 美国议息在即，投资者忧虑美国收紧政策，美国股市大跌，避险情绪升温，美元汇价偏强，周一国际油价跌

~2%。纽约期油价格收盘跌 1.68 美元 (-2.32%)，报 70.29 美元/桶；伦敦布兰特期油价格收盘跌 1.42 美元 
(-1.88%)，报 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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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8 0.1 0.6 (3.2) 93.29 92.00 91.70 (1.7) 
美元兑人民币^ 6.466 (0.1) (0.3) 7.7 6.486 6.436 6.43 0.6 
美元兑日圆 109.44 0.4 0.5 (0.8) 110.32 109.42 110.00 (0.5) 
欧元兑美元 1.173 0.0 (0.7) 4.6 1.189 1.172 1.18 0.6 
英镑兑美元 1.366 (0.6) (1.3) 3.0 1.389 1.368 1.39 1.8 
澳元兑美元 0.725 (0.2) (1.6) 3.3 0.745 0.721 0.75 3.4 
纽约期金 1,761.8 0.7 (1.7) 15.7 1,836.4 1,755.3 1,780.00 1.0 
纽约期油 70.3 (2.3) (0.2) 15.1 72.8 66.0 65.70 (6.5) 
彭博商品指数 96.1 (1.5) (1.7) 18.7 99.3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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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中秋节假期，中资美元债周一保持平静。投资级情绪疲软，国企、科技板块拉宽 5-10bps，美

团走阔 10-15bps；在香港房地产板块负面新闻影响下，港资名字明显走弱，新世界地产、南丰利差走阔 15-
25bps。高收益抛售继续，新力地产传境内信托违约，股票崩盘，短债价格暴跌至 40 附近；广州富力股东宣

布注资 80 亿港元，预计公司将有足够的流动性来偿还债务，广州富力曲线大幅反弹，短债涨 10-1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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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5 0.03 4.15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22 (0.59) 9.47  美国投资级指

数 3,568.17 0.33 0.21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22.60 (0.01) 1.11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31 (5.09) 39.75  美国高收益指

数 767.09 (0.02) 4.90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99.48 (0.92) (10.64)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85 (5.18) 20.22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91.46 0.15 (0.64)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311.05 (1.25) (13.72)  10-2年 

美债利差 1.09 (4.50) 30.28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44.29 (0.38) (4.90)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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