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及投资方案部 注：bp/bps=基点；pt/pts=百分点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市场动态 

2022 年 1 月 12 日 
3－  

中 资 美 元 债 市 场 趋 势  

 2021 年以来地产集中违约造成美元债市场动荡，部分投资者认为中资美元债市场将不复存在，我们认为这类

观点过于悲观且不契合实际。现阶段存量美元债市场结构稳定，AT1 和城投仍是支柱，而央企、国企属性以及

优质民营地产企业也在政策呵护下稳定修复。我们判断地产风险所引发的舆情已逐渐钝化，对市场二次冲击可

控。对于投资而言，接下来可关注美联储从 QE 退出到加息的节奏对市场估值影响以及一季度集中到期下的再

融资溢价。 

 重点新闻：世卫指 Omicron 数周内感染逾半数欧洲人；美国 CDC：过去两周来自邮轮的新冠确诊人数急升 30
倍；IMF 称加密币危及金融系统稳定；鲍威尔出席国会听证会：储局必要时可长时期更多次加息；中国国务

院：做好跨周期调节稳外贸；媒体报道央行传要求国企透过收并购支持 11 家房企；API：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100 万桶；内地去年乘用车销量升 4.4%；波音去年飞机交付量 340 架，按年增加 1 倍；世茂据报拟兑付一笔

周六到期境内债。 

 
 。 

 

股 票  
内地股市走弱，周二恒指连升三日

后表现反复，微跌收盘。Omicron
在中国多地小区爆发，拖累沪指创

下 1 个多月来的收盘新低。美国债

息回落，投资者趁低吸纳科技股，

欧洲股市上升。道指标指终止连跌

走势，纳指升幅跑赢大市。 

外 汇 / 商 品  
鲍威尔如预期发表偏向鹰派言论，

并表示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料对经

济的影响有限，EIA 上调今年纽约

期油与布兰特平均油价预测，美国

公布上周原油库存数据前夕国际油

价涨近 4%，创下近两月高位。 

固 定 收 益  
中资美元债投资级小幅走弱，国企

板块中化集团走阔 2-5bps，科技

板块阿里、腾讯也走弱 1-2bps。
顺丰新发债券表现较好，5 年期收

窄 7-8bps。高收益板块再度走

弱，时代中国领跌，曲线走弱 6-
8pt；融创受到资产冻结等负面传

闻影响走弱 3-5pt；合景泰富走弱

5-6pt；新城跌 5-7pt；碧桂园跌 2-
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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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美国债息回落，投资者趁低吸纳科技股，周二欧洲股市上升，其中德国和法国股市结束 3 天跌势。截至收盘，

英国富时 100 指数报 7,491 点，回升 0.62%或 46 点；德国 DAX 指数报 15,941 点，上涨 1.10%或 173 点；法

国 CAC 40 指数报 7,183 点，上升 0.95%或 67 点。 

 周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审议其连任提名的参议院听证会，虽然释出「鹰派」政策讯息，但言论在市场预期

之内，并指出资产负债表的削减将在 2022 年晚些时候举行，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至 1.74%之下，债息

回落支持科技股反弹，纳指升幅跑赢大市，道指标指则终止连跌走势。截至收盘，道指升 183 点或 0.51%，报

36,252 点；标指及纳指分别升 0.92%及 1.41%，报 4,713 点和 15,153 点。标普 11 个板块 7 个上涨，美国能

源信息局调高今年油价预测，国际油价逆转上 2 天跌势升逾 3%，能源指数涨幅居前，涨 3.41%；公用事业指

数则逆市下跌 0.92%。受惠油价上升，石油股雪佛龙 (CVX US) 涨 2.29%，为升幅第二大道指成份股。道指

成份股升幅最大的为飞机制造商波音 (BA US)，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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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2.0  0.5  日经 225  28,222.5  (0.9) 

标普 500  4,713.1  0.9  标普/澳证 200  7,390.1  (0.8) 

纳斯达克  15,153.5  1.4  韩国 KOSPI  2,927.4  0.0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3,779.0  1.8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8,055.8  0.3 

欧元区斯托克 50  4,281.5  1.0  台湾台股指数  18,288.2  0.3 

英国富时 100  7,491.4  0.6  印尼雅加达综合  6,648.0  (0.6) 

法国 CAC 40  7,183.4  1.0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64.3  0.9 

德国 DAX 30  15,941.8  1.1  新加坡富时海峡  3,246.4  0.6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595.5  1.9  越南证交所指数  1,492.3  (0.8)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波音 (BA US): 公司公布去年飞机交付量为340架，较2020年的157架增加1倍，但业务落后于其对手

空中巴士。空巴日前公布去年交付量为611架，连续第3年成为全球飞机制造业首位。不过，波音由于737 MAX型号

获得多个国家的监管机构批准复飞，可以重新交付，带动去年交付量倍增，已经拉近与空巴的差距。消息公布后，公

司股价周二收盘涨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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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股市走弱，恒指连升三日后昨日反复靠稳。周二恒指低开高走，最多曾涨 117 点，高见 23,863 点，但午

后走势转弱，随后由升转跌，最多曾跌 151 点至 23,595 点，盘尾跌幅收窄。恒指最终收跌 7 点，报 23,739
点；科指微跌 5 点，报 5,619 点，大市成交 1,296 亿港元。猪肉及啤酒股下跌；汽车股整体疲弱，水泥钢铁跑

赢大市。 

 美联储料加快缩表，美股反复或拖累环球股市表现，尤其对高估值的成长板块或有下行压力。市场仍会持续关

注内地房地产违约风险，短线仍对板块有扰动。Omicron 传播风险高，内地最近疫情反复，港亦因疫情收紧防

疫措施，短线对市场风气氛有所遏制。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部委陆续研究出台政策，预计从 2022 年一

季度开始政策层面将逐步看到合力。市场憧憬美国因通胀压力加快加息步伐，预期利好海外敞口较大的银行及

保险股。从稳经济角度来看，新基建、稳地产和促消费是最主要的三个抓手，预计在 1 月将验证四季度经济见

底回升趋势。继续关注国策支持、国产化逻辑的新能源相关产业链、半导体设备、光伏设备、通信设备、锂电

电芯，以及可选消费板块中的内地汽车及零部件、运动服板块，以及预期受内地通胀升温，有加价憧憬的消费

品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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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材料 1.3  信息技术 (1.1) 

医疗保健 1.0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1) 

房地产 0.9  日常消费品 (1.0) 

通信服务 0.9  公用事业 (0.2) 

工业 0.5  金融 0.0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慕容家居 (1575 HK) 105.8  易纬集团 (3893 HK) (83.6) 

金仑控股 (1783 HK) 98.5  永泰生物 (6978 HK) (34.1) 

指尖悦动 (6860 HK) 36.5  银基集团 (886 HK) (29.8) 

优库资源 (2112 HK) 22.6  剑虹集团 (1557 HK) (25.7) 

海升果汁 (359 HK) 18.5  华盛国际 (1323 HK) (21.7)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根据 GICS 分类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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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要 闻  
 京东 (9618 HK; 275港元; 目标价: 353港元) 预期四季报业绩韧性延续。我們预计京东2021年4季度营

收同比+23.5%，Non-GAAP净利润26.1亿元，对应净利率0.9%。尽管4季度居民消费延续弱势，但京东在带电及大商

超等优势品类的竞争力及高筑的物流壁垒有望保障其业绩较同行更具韧性。中长期看，京东成长飞轮运转良好，低价

正品&极致物流的用户心智持续强化，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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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cron 新变种病毒疫情在中国多地小区爆发，1 月 10 日新增确诊本土病例 110 例，其中河南占 87 例，市场

忧虑本轮疫情难以在春节前清零，拖累 A 股反弹一天后再度下跌，沪指创下去年 11 月底以来的收盘新低。截

至收盘，沪指跌 0.73%，报 3,567.44 点；深成指跌 1.27%，报 14,223.35 点；创指跌 1.28%，报 3,056.15
点。两市成交合计 10,557 亿元 (人民币‧下同)，与上日相若。外资流出拖底大市，陆股通净流出 40.26 亿元。

个股方面，1 月 10 日晚间圆通速递 (600233 CH) 发布 2021 年度业绩预增的公告，预期净利润同比增长

13.2%至 24.52%，支持股价逆市涨停。另外，新冠检测、中药、三胎概念板块涨幅居前，数字货币、猪肉、

鸿蒙概念跌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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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融 0.5  信息技术 (2.2) 

医疗保健 0.2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8) 

公用事业 0.1  日常消费品 (1.4) 

房地产 (0.3)  工业 (1.1) 

原材料 (0.4)  通信服务 (1.1) 

 股票    股票 1 日涨跌 (%) 
众生药业 (002317 CH) 10.0  恒润股份 (603985 CH) (10.0) 

昆药集团 (600422 CH) 10.0  吉宏股份 (002803 CH) (9.3) 

东阿阿胶 (000423 CH) 10.0  景嘉微 (300474 CH) (8.8) 

圆通速递 (600233 CH) 10.0  掌阅科技 (603533 CH) (8.8) 

科华生物 (002022 CH) 10.0  长信科技 (300088 CH) (7.4)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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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及 板 块 要 闻  
 生猪上市公司业绩最坏节点已过。上周猪价继续回落，全国生猪出栏周均价 15.55 元/公斤，环比下滑 

2.69%，主要系元旦后消费低迷，屠企减量采购影响。目前整体生猪供给仍处于过剩形势，第二波去产能逐渐开启。

上市公司层面，业绩最差时点已过，养殖股面临情绪和业绩修复。继续建议关注生猪养殖板块，如温氏股份 (300498 
CH)、中粮家佳康 (1610 HK)、天康生物 (002100 CH) 等。 
 

 德方纳米 (300769 CH; 457.08元; 目标价: 908元) 磷酸铁锂产品量利齐升。公司发布2021年业绩预

告，预计2021年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3-8.0亿元 (同比扭亏)；分季度来看，预计公司今年四季度扣非归母净利润为5.1-
5.8亿元 (同比扭亏，环比增长381%-448%)，超出市场预期。公司是磷酸铁锂材料龙头，产品和技术领先、成本优势

明显，深度绑定优质客户，且产能扩张计划明确。动力、储能电池增长拉动磷酸铁锂材料需求提升，随着公司新型磷

酸盐正极产能释放以及新型补锂添加剂等新产品投产，公司业绩有望继续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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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如预期发表偏向鹰派言论，并表示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料对经济的影响有限，而早前

美国能源信息局 (EIA) 报告上调今年纽约期油与布兰特平均油价预测，美国公布上周原油库存数据前夕国际油

价升涨 4%，创下近两月高位；国际金价连续第 3 天上扬，重上 1,800 美元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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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2 (0.4) (0.7) (0.0) 96.72 95.58 97.60 2.1 
美元兑人民币^ 6.374 0.0 (0.0) (0.3) 6.382 6.360 6.47 (1.5) 
美元兑日圆 115.30 (0.1) 0.7 (0.2) 116.36 113.26 115.50 (0.2) 
欧元兑美元 1.137 0.4 0.7 (0.0) 1.138 1.125 1.15 1.2 
英镑兑美元 1.364 0.4 0.8 0.8 1.368 1.319 1.37 0.5 
澳元兑美元 0.721 0.6 (0.4) (0.7) 0.729 0.712 0.75 4.0 
纽约期金 1,818.5 1.1 0.2 (0.6) 1,833.7 1,770.0 1,716.25 (5.6) 
纽约期油 81.2 3.8 5.5 8.0 81.8 68.2 70.30 (13.4) 
彭博商品指数 102.8 1.9 2.2 3.6 103.2 94.9 NA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2022 年彭博综合预测         ^ 在岸人民币汇价 

 

 

固 定 收 益  

 债市新闻: 中资美元债投资级小幅走弱，国企板块中化集团走阔 2-5bps，科技板块阿里、腾讯也走弱 1-
2bps。顺丰新发债券表现较好，5 年期收窄 7-8bps。高收益板块再度走弱，时代中国领跌，曲线走弱 6-8pt；
融创受到资产冻结等负面传闻影响走弱 3-5pt；合景泰富走弱 5-6pt；新城跌 5-7pt；碧桂园跌 2-4pt。 

 新债发行: 广州开发控股 (Baa1/BBB+ 穆迪/惠誉) 发行 5 年期美元债，定价 2.85%，规模 4.9 亿美元。香港

电讯 (Baa2/BBB 穆迪/标普) 发行 10 年期美元债，定价 T10+125bps，规模 6.5 亿美元。领展房地产信托投

资基金发 (A2/A/A 穆迪/标普/惠誉) 行 10 年期美元债，定价 T10+110bps，规模 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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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4 0.06 0.16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88 (1.19) 15.03  美国投资级 
指数 3,459.21 0.24 (1.83)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9.09 0.01 (0.82)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74 (2.46) 22.56  美国高收益 
指数 758.97 (0.26) (1.17)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48.87 (0.90) (5.62)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2.06 (2.68) 15.90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82.44 0.08 (0.91)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239.38 (1.48) (8.27)  10-2年 

美债利差 0.85 (1.27) 7.53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7.09 0.44 (0.45)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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