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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就业不及预期难阻Taper加速

 尽管今年11月美国非农数据不及预期，但是从其原因来看，美联储继续放水或难起到实质性作用，反倒会推升通胀，从近期鲍威尔
和美联储众多官员的表态来看，加速完成Taper或仍是大概率事件。

 从非农就业人数变化来看，美国11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21万人，创2020年12月以来新低。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在整个
10月总体向好，但是11月疫情再次反复，居民对于疫情的担忧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本轮疫情导致许多美国人的就业观念发生了永
久性的改变，对于生命的珍视使他们即便失去收入也不愿立即开始工作。此外，今年以来，美股大幅上涨叠加美国房价不断攀升产
生了一定的财富效应。以上原因共同推动11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不及预期。

 早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改“通胀暂时论”的表述，表示是时候放弃通胀“暂时性”这个词了，同时表示美联储可能更快地完成
Taper，将在12月的FOMC会议上进行讨论。此外，近期众多美联储官员均表态加速Taper。因此，我们认为一方面，短暂的就业不
及预期扰动可能难以阻挡Taper加速的进程；另一方面，就业不及预期也显示美联储距离加息门槛仍有距离。我们维持判断Taper或
从2022年1月起加速，并于2022年3月完成，首次加息或仍在2022年四季度。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及失业率

(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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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宏观：对明年的出口不应悲观

 出口是今年宏观经济中持续超预期的重要变量，我们认为对明年的出口也不应悲观。由于全球疫情反复、海外需求增长具有韧性以
及供应链恢复的复杂内因等，我们认为出口的拐点会比市场的预期更晚到来。同时考虑到海外政策愈加重视内部的高通胀，不排除
中美关税也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我们认为 2022 年出口仍将延续高景气，对经济将产生积极的正面贡献。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进出口增速维持高增长，贸易差额小幅回落 两年复合增速来看出口景气持续上升 两年复合增速衡量的出口景气中
对美景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进出口增速维持高增长，贸易差额小幅回落 两年复合增速来看出口景气持续上升 两年复合增速衡量的出口景气中
对美景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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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港股策略：中央政治局会议政策的边际变化主要集中在肯定商品房的市场积
极作用，但市场仍会持续关注恒大事件，而其他少数最低信用的公司亦有可
能违约，短线仍扰动投资者情绪。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在国内外监管共趋严格，
料仍压制市场情绪。疫情方面，初步数据显示Omicron的毒性较低，忧虑纾
缓利好外围股市反弹。以估值看，恆指历史市净率约1倍，也带来布局跨年行
情的良机。逆周期政策密集落地，国内经济四季度运行优于三季度。内地政
策仍以稳为主，期间政策密集落地催化的碳中和主题值得关注。继续关注国
策支持的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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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策略：中央稳增长的政策定调和未来的政策合力将推动经济恢复超预期，
密集的政策落地和数据披露将明显提振市场信心，宽裕的市场流动性支持增
量资金接力，机构资金主导的跨年蓝筹行情预计将延续数月。市场结构上的
高低切换仍将继续，配置上依然建议坚定围绕“三个低位”布局：一) 基本
面预期仍处于低位的品种，关注前期受成本和供应链问题压制的中游制造，
如小家电、汽车零部件、电力设备等，逐步增配估值回归合理区间的部分消
费和医药行业，如白酒、食品、免税、医疗设备、疫苗等；二) 估值仍处于
相对低位的品种，关注地产信用风险预期缓释后的优质开发商和建材企业，
以及经历中概股冲击后的港股互联网龙头；三) 调整后股价处于相对低位的
高景气品种，如国产化逻辑推动的半导体设备、专用芯片器件以及军工等。

港股: 观望中找主题
A股: 坚定围绕三个低位布局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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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房地产行业：行业会进入良性循环

 12 月 6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22 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
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决定于 12 月 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
金率 0.5 个百分点。11 月下旬，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撰文也强调，要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支持商品房
市场满足合理住房需求提法近年不多见，而推动产业良性循环的说法则是 2021 年后出现。我们认为，中央政治会会议对于房地产
市场的表述，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预计按揭的投放会更加积极，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企业销售恢复。资金有进有出，总体均衡，
企业优胜劣汰，购房需求平稳释放，叫良性循环。

資料來源：IDC、中信证券 注：根据数据来源口径，2021Q3起realme和华为出货量及份额转至 “其他”类

资金有进有出，总体均衡稳定叫良性循环 企业优胜劣汰叫良性循环 消费者预期稳定，购房需求平稳释放叫良性循环

近期，不少房地产企业面临借新还旧压力，商
品房销售在 2021 年三季度后开始降温。受此影
响，第二、第三批土地集中出让流拍率大幅提
升，四季度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降。房地产
行业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都大幅下降，也影
响了整个产业链甚至金融体系的稳定，威胁了
购房人的权益。我们相信，促进房地产业良性
循环，首先就是稳定产业各参与主体的预期，
向健康发展的企业释放必要的流动性，也是肯
定房地产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肯定商品房市场
的作用，更是加快按揭贷款的投放，稳住企业
的销售回款。

我们认为，上周末监管部门对于中国恒大问题
的处理，恰是区别恒大为代表的，经营管理混
乱，盲目多元化扩张的企业，和大多数理性经
营企业的标志事件。如果不区分劣币和良币，
就会使得整个行业风险不断外溢，融资、销售
等进入恶性循环。我们相信，随信息披露不断
强化，市场化解决问题经验不断积累，信贷环
境得到改善，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会缓慢恢复。

11 月份销售继续同比大幅下降，但除去值得担
心交付问题的企业，样本公司的销售降幅有
18%，按揭贷款放款时间明显变快，一手和二
手市场较之 10 月略有恢复。我们相信，未来几
个月，包括存量项目转让在内的土地市场预计
开始恢复，2022 年 3 月房屋销售可能回暖。即
便消费者顾虑交付问题，困境中的企业也可以
透过转让项目回流资金。市场有能力进入良性
循环。

 行业会进入良性循环，好企业将受益于此。预计按揭的投放会更加积极，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企业销售-投资-销售的链条运转。我
们认为，2022 年 3 月将有望出现基本面的底部。我们看好地产蓝筹的机会，并认为 A 股可能优于内房（股东结构和股权融资等因
素决定，港股当前配售不断），中长线可关注保利发展 (600048 CH)、万科 A (000002 CH)、招商蛇口 (001979 CH)、华润置地
(1109 HK)、龙湖集团 (960 HK)、碧桂园 (2007 HK) 和金地集团 (600383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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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电气设备行业：电源电网投资反弹

 截至2021年10月主要电力数据已相继公布，其中，电源基本建设投
资完成额为3,628亿元，累计同比增长4.52%；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
成额为3,408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10%；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值为
6.83万亿千瓦时，累计同比增长12.20%。

 经历了 9 月的大规模保电措施后，电源及电网投资增速均在 10 月有
所反弹，电网投资增速由负转正；用电量增速维持在两位数以上，预
计 2021年全年用电量有望实现超6,000亿千万时的绝对量级增长，创
历史新高。在电能替代背景下，用电量绝对量级的持续高位增长有望
利好“十四五”期间电源及电网投资进入高景气状态，建议持续关注
电网结构化投资多环节受益龙头级基荷电源建设及改造投资受益标的。

 电源电网投资有望迈入新一轮景气期，电网领域关注受益电网结构化
投资明显的国网系科技类龙头国电南瑞 (600406 CH)、许继电气
(000400 CH)，电源侧关注多环节受益的国产综合设备龙头东方电气
(1072 HK；600875 CH)。 資料來源：Wind、中信证券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累计

(亿元) (%)

(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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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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6 289.80 447.00 54.2 - 89.3 4.4 8.4 0.1 (2.7) 42.6 42.6

中金公司 (3908 HK) 06/09/21 劵商 352 22.10 22.82 3.3 9.0 7.6 0.4 1.1 1.9 7.5 5.2 6.5

紫金矿业 (2899 HK) 11/10/21 原材料 577 10.10 19.00 88.1 13.4 10.6 0.4 3.0 3.6 0.4 15.0 4.9

波司登 (3998 HK)* 30/11/21 服装 160 5.08 6.84 34.6 21.3 16.9 0.9 3.8 3.3 (3.2) 28.6 (5.8)

中国软件国际 (354 HK) 27/09/21 信息技术 339 12.18 19.90 63.4 22.8 17.2 1.0 3.0 0.3 (0.5) 41.3 (12.4)

信义光能 (968 HK) 29/06/21 光伏 600 14.30 22.00 53.8 23.5 20.8 2.3 4.2 2.0 1.6 (29.4) (12.6)

友邦保险 (1299 HK) 17/08/21 保险 9,888 81.80 110.00 34.5 19.4 16.9 1.8 1.9 1.8 0.6 (13.9) (13.0)

中兴通讯 (763 HK) 27/07/21 通讯设备 163 21.60 33.79@ 56.4 10.7 9.8 0.4 1.6 2.0 4.1 10.8 (15.1)

福莱特 (6865 HK) 13/12/21 光伏 145 35.30 52.10 47.6 28.5 24.1 1.5 5.3 0.9 6.2 8.1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0/12/2021     @彭博综合预测

短线交易组合调整: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三签署行政命令，让联邦政府的规模与采购力发挥杠杆作用，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30年前把美国政府运作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65%，全球利好政策将支持光伏玻璃需求。另外，全球两大硅片龙头隆基 (601012 
CH) 及中环 (002129 CH) 相继降价利好上游装机成本下降，支持2022年光伏装机需求再度加速。双面及大尺寸光伏组件渗透率持
续提升亦支持中长线光伏玻璃需求，因此建议加入光伏玻璃双寡头之一的福莱特 (6865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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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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 (1211 HK) – 2021年11月内地新能源汽车销量45.0万辆，环比增长17.3%，同比增长121.1%，符合市场预期，行业高景气持
续。其中，比亚迪 1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9.1万辆，同比增长242%，环比增长13%，持续创新高，结构优化超预期。2020年 5 月发
布的旗舰轿车“汉”长期销量稳定，11月系列销量维持万辆水平再创新高，品牌升级持续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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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随产能爬坡明显。11月公司e网升级为海洋网，与王朝形成双轮驱动，增厚产品
矩阵，料将扩大公司市占率。基于 e3.0 平台的元Plus车型首次在除旗舰车型汉以外配置一键泊车功能，公司发力智能化有望迎来
价值重估。此外，公司中性化战略稳步推进，比亚迪半导体上市申请于2021年7月获受理，动力电池外供加速、储能电池出货提升，
供应链价值凸显。我们持续建议关注。

 中金公司 (3908 HK) – 2021年前三季度，中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6.85 亿元，同比增长 29.08%；实现归母净利润 74.54 亿元，同
比增长 52.39%。得益于买方投顾业务的高速发展，2021 年第三季度中金公司实现经纪业务手续费收入 17.19亿，环比增长 33.3%。
中金公司业务特质契合资本市场改革方向，受益于股权衍生品发展和中概美股加速回归，受益于 A 股市场机构化和国际化。三季度，
财富管理业务成为业绩增长的新引擎。中金公司拥有高于行业的利润增速和股本回报率水平，建议关注。

 紫金矿业 (2899 HK) – 公司公佈今年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46.5 亿元，同比/环比增长116.3%/12.4%，业绩超预期，续创历史最高
单季利润，在产量高速增长和金属价格景气下显示出极强的盈利弹性。公司掌握全球核心铜金矿业资产，并快速进入资源效益转化
期，积极拓展新能源矿种的机会，预计未来十年维度将迎来持续性增长。早前公司公佈拟以9.6亿加元全资收购Neo Lithium，其核
心资产是位于阿根廷的Tres Quebradas盐湖 (3Q盐湖)。在铜金强大现金流的保障和优秀海外资产运营能力的支撑下，3Q盐湖具备
较大的增值空间，也开启紫金在新能源金属领域的新征程。紫金矿业掌握全球核心铜金矿业资产，并快速进入资源效益转化期，积
极拓展新能源矿种的机会，预计未来十年维度将迎来持续性增长。考虑此次收购料将于2022年上半年并表，基于公司铜金业务对业
绩贡献和锂业务快速发展对估值的抬升，我们预计此次收购对于紫金矿业长期估值的抬升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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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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司登 (3998 HK) – 2021年12月1日公司公告与德国高端滑雪服饰品牌 Bogner 签订合作协议，新成立合资公司在大中华区独家销
售 BOGNER 与 FIRE+ICE 品牌服饰。Bogner 近 90 年专注高端运动时尚领域，未来在冬奥&政策鼓励催化下，国内冰雪运动有望
迎来蓬勃发展，公司进军滑雪时尚领域将获得增长新助力。品牌上，公司举行波司登羽绒服走秀，与消费者不断互动沟通，通过快
闪店/梯媒广告等持续推广，同时把握 Z 世代兴趣。运营上，公司延续渠道调整策略，持续关闭低效小店，新门店不断进入购物中
心等城市核心点位，在整体渠道数量小幅下降的同时保持高质量发展。品牌塑造不断上探，渠道运营持续提升，新品风衣羽绒服的
推出展现了公司良好的研发实力，全年整体业绩可期。

 中国软件国际 (354 HK) – 受益于华为鸿蒙、云计算、智能汽车的推进，中软国际的华为业务在未来三年有望维持 10%左右增长。
同时公司聚焦一亿美金大客户，大力推进云智能业务，为增长注入新的动能。早前公司分别与用友网络 (600588 CH) 以及金蝶软件
(中国)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政府和企业市场，围绕客户数码化转型需求，联合打造产品和场景化方案，以端到端的服务
能力紧密协同，共谋发展。考虑到公司基本面稳健向好，同时商业模式有变化的契机，公司作为 OpenHarmonry 组织的核心成员，
有望在后续鸿蒙操作系统的定制开发及模组软件开发中受益。随着华为在鸿蒙加大投入和公司云智能业务加速成长，公司估值料将
逐步得到修复。

 信义光能 (968 HK) – 全球两大硅片龙头隆基中环相继降价利好上游装机成本下降，支持2022年光伏装机需求再度加速。全球减排
政策和双面及大尺寸光伏组件渗透率持续提升亦支持中长线光伏玻璃需求。信义光能上半年核心净利润同比大增 1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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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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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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保险 (1299 HK) – 公司2021年三季度新业务价值录得7.35亿美元，按固定汇率同比升2%，略逊市场预期。友邦泰国在2021年
三季度继续保持强劲的新业务价值增长；友邦中国仍然是集团新业务价值的最大贡献者，首9个月录得两位数的同比增长，远跑赢
中国平安 (2318 HK) 同期的下跌18%；由于来自香港客户的销售增加，友邦香港新业务价值在 2021 年三季度环比增长；然而，新
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受了 delta 变种疫情爆发的影响，新业务价值在三季度出现了同比负增长。然而，三季度业绩逊预期不改中
长期看好趋势，预期内地与香港今年底或明年初逐步通关，可带动友邦2022年至2023年增长。另外，预期内地保险业于明年呈复
苏，相信友邦具良好地区布局以捕捉相关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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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通讯 (763 HK) – 公司公布今年首三季度，按中国会计准则，实现营业收入838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比增加13.1%。首三季
度净利润59亿元，同比增长116%；单计三季度净利润18亿元，增长108%。公司净利润同比倍增，现金流创历史新高。中兴通讯高
级副总裁在分析师大会上表示，集团终端将全面聚焦5G，进一步强化手机在移动互联中的核心地位，并预计今年全年中兴终端出货
量超过1亿部，其中50%采用自研芯片，覆盖个人通讯、家庭、车联网、工业监控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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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莱特 (6865 HK) – 全球两大硅片龙头隆基中环相继降价利好上游装机成本下降，支持2022年光伏装机需求再度加速。全球减排政
策和双面及大尺寸光伏组件渗透率持续提升亦支持中长线光伏玻璃需求。内地方面，硅片龙头隆基中环相继降价利好上游成本下降，
支持2022年光伏装机需求再度加速。福莱特 2021年前三季度盈利保持高速增长，三季度淨利潤增長近30%，毛利率降幅明显趋缓。
随着公司加快光伏玻璃产能扩张和结构优化，在产品价格趋稳的预期下，业绩有望维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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