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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2022 年 1 月 14 日 
3－  

美 国 劳 动 参 与 率 未 完 全 恢 复  

 美国劳动力参与率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就业市场持续紧张，疫情、财政刺激、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就业意

愿恢复较慢，但 2022 年各因素的负面影响预计将逐步减弱，劳动参与率或将恢复至接近疫情前水平。目前美

联储紧缩货币政策以压降股市上升空间，降低通胀水平，是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提升劳动参与率强有力的方

法。目前就业环境将进一步推动美国加息步伐，预计提前加息概率较大，美债利率近期主要交易货币政策紧

缩预期，10 年期美债利率或将上行至 1.9%水平。 

 重点新闻：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对 3 月加息持开放态度；拜登增派军方医护助抗疫，派口罩及检测剂；英

国新增确诊数字续回落至 10.9 万宗，再多 335 人亡；俄称乌克兰谈判陷僵局，波兰指开战风险高；美国劳工

部上周首领失业救济达 23 万人，按周增 2.3 万，预期 20 万；美国去年 12 月 PPI 环比升 0.2%，预期为涨

0.4%；同比升 9.7%，預期漲 9.8%；中科院料今年中国 GDP 增 5.5%；去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逾 1.1 万

亿创新高；恒大地产通过「20 恒大 01」债券展期方案。 

 
 。 

 

股 票  
隔晚美股三大指数上涨，但周四内

地股市走弱，以接近全日最低点收

盘，港股全日表现反复，恒指收盘

微涨。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德股

市连升 3 天。美联储官员发表言论

令加息预期升温，美股下跌。 

外 汇 / 商 品  
市场忧虑新冠疫情对原油需求带来

影响，加上有获利回吐压力，国际

油价从两个月高位回落。 

固 定 收 益  
中资美元债投资级受高收益负面情

绪影响走弱，活跃券利差走阔 5-
15bps，投资级房企万科、龙湖走

阔 10-20bps，远洋集团曲线下跌

1-2pt；AMC 名字华融走弱 1-2pt，
东方、信达、长城利差走阔 5-
15bps。高收益抛售持续，较为稳

定的高评级名字也遭到严重抛售，

碧桂园、龙光下跌 5-7pt，旭辉下

跌 2-4pt；禹州交换方案不符合市

场预期，下跌 2-3pt；而雅居乐、

时代、融创等名字价格已进入 30-
40 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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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周四欧洲股市表现反复，三大股市个别发展，其中英国和德国股市连升 3 天，至于法国股市则低收。截至收

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报 7,563 点，微涨 0.16%或 12 点；德国 DAX 指数报 16,031 点，微升 0.13%或 21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报 7,201 点，下跌 0.50%或 36 点。 

 周四美国公布去年 12 月 PPI 同比增加 9.7%，创 2010 年有统计以来新高，但略低预期，环比增幅较 11 月的

0.8%回落至 0.2%，显示通胀压力缓和，三大指数早盘造好，道指曾升 223 点。其后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言

论，预料局方 3 月可能加息，有官员估计今年内加息多达 4 次，科技股受压，拖累美股收盘翻绿。截至收

盘，道指倒跌 176 点或 0.49%，报 36,113 点；标指下滑 1.42%，报 4,659 点；纳指挫 2.51%，报 14,806
点，结束 3 连升走势，创 3 个月新低。标普 11 个板块仅 3 个上涨，防守性较强的公用事业指数领涨大市，涨

0.45%；信息技术指数领跌拖低大市，跌 2.65%。大型科技股微软 (MSFT US)、Salesforce (CRM US) 及苹

果 (AAPL US) 分别下跌 4.23%、3.87%和 1.90%，为跌幅首三大道指成份股。波音 (BA US) 升 2.91%，为

升幅最大道指成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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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13.6  (0.5)  日经 225  28,489.1  (1.0) 

标普 500  4,659.0  (1.4)  标普/澳证 200  7,474.4  0.5 

纳斯达克  14,806.8  (2.5)  韩国 KOSPI  2,962.1  (0.3)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5,529.5  (0.1)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8,257.8  0.2 

欧元区斯托克 50  4,315.9  (0.0)  台湾台股指数  18,436.9  0.3 

英国富时 100  7,563.9  0.2  印尼雅加达综合  6,658.4  0.2 

法国 CAC 40  7,201.1  (0.5)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69.5  0.4 

德国 DAX 30  16,031.6  0.1  新加坡富时海峡  3,257.3  0.1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517.0  (5.9)  越南证交所指数  1,496.1  (1.0)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苹果 (AAPL US): 南韩传媒报道，苹果公司员工去年12月访问了南韩，并会见了数间零部件制造商。

报道指苹果对具有大规模生产经验的电子零件公司，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消息显示苹果从去年底起已与一间南韩电子

零件制造商讨论苹果汽车零件。有业内人士表示，苹果对提议向一间南韩电子零件制造商进行股权投资颇有兴趣，还

要求后者的电子零件生产能力增加两倍。报道称，在与一些零件制造商进行面对面会议后，苹果将继续通过在线会议

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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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晚美股三大指数上涨，但内地股市走弱，港股周四表现反复，恒指收盘微涨。昨日恒指高开低走，午后由

升转跌，曾倒跌 112 点至 24,289 点，但随后收复失地。恒指最终收报 24,429 点，升 27 点 (+0.1%)；科指

收报 5,796 点，跌 103 点 (-1.8%)，大市成交 1,363 亿港元。科技股整体有回吐，内房及物管股继续走弱，

本地银行股高走。 

 美联储料加快缩表，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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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国际银行及保险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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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预期内地通胀随后

升温，可开始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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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源 1.5  医疗保健 (2.4) 

金融 1.2  房地产 (2.0) 

公用事业 0.9  信息技术 (1.4) 

工业 0.4  日常消费品 (1.2) 

原材料 0.1  通信服务 (1.1)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国际商业结算 (147 HK) 71.1  云顶香港 (678 HK) (56.2) 

雅天妮 (789 HK) 31.5  易纬集团 (3893 HK) (28.5) 

中国北大荒 (39 HK) 25.0  融创中国 (1918 HK) (22.6) 

嘉年华国际 (996 HK) 23.5  新城市建设 (456 HK) (17.0) 

富一国际 (1470 HK) 22.3  奥星生命科技 (6118 HK)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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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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块 要 闻  
 服装品牌如何布局元宇宙？2021年以来元宇宙迎来蓬勃发展，按照参与深度划分，我们总结出目前服

装品牌主要的3条参与路径：① 合作游戏发售虚拟/现实服装产品；② 发行虚拟鞋服NFT (非同质化代币) 产品；③ 
入驻元宇宙平台。海外一线服装品牌积极开展布局，Nike已收购虚拟鞋服NFT开发公司RTFKT，并入驻Roblox、推

出虚拟世界 “NIKELAND”；Adidas已联合发行NFT系列虚拟服装产品，并购买虚拟土地入驻The Sandbox元宇宙平

台。我们认为，国内头部运动品牌+优质IP资产品牌有望利用上述3条成熟路径，把握元宇宙发展机遇。建议重点关

注：(1) 曾与QQ炫舞推出联名虚拟服饰，旗下主品牌优质，同时具有 “中国李宁” “李宁1990” 等一流品牌力的运动鞋

服龙头—李宁 (2331 HK)；(2) 旗下具有主品牌、“FILA” “迪桑特” “始祖鸟” 等众多优质品牌矩阵的运动鞋服龙头—安

踏体育 (2020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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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周三收盘后公布的去年 12 月信贷数据偏弱，人民币新增贷款及社融增量均不及预期，虽然白酒及医药板

块支持 A 股周三早盘小幅高开，但其后走低，白酒股大幅回落拖低大市，午后跌幅扩大，拖累 A 股以接近全

日最低点收盘。截至收盘，沪指跌 1.17%，报 3,555.26 点；深成指跌 1.96%，报 14,138.34 点；创指跌

1.71%，报 3,083.14 点。两市成交增加 3.1%至 10,935 亿元 (人民币‧下同)，为连续第十个交易日突破１万亿

元，陆股通净流岀 5.85 亿元。盘面上，受融创中国 (1918 HK) 拟折让 15.3%配股的消息打撃，近期因传出

房企收并购贷款不再计入 “三条红线” 而反弹的房地产板块再度受压，招商蛇口 (001979 CH) 及保利发展 
(600048 CH) 分别下跌 5.78%和 2.81%。另外，银行、数字货币、煤炭概念板块逆市上涨，盐湖提锂、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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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常消费品 (3.1) 

金融 0.0  医疗保健 (2.6) 

房地产 (0.9)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5) 

公用事业 (1.0)  信息技术 (1.5) 

通信服务 (1.1)  原材料 (1.5) 

 股票    股票 1 日涨跌 (%) 
创维数字 (000810 CH) 10.0  恒润股份 (603985 CH) (10.0) 

中船科技 (600072 CH) 10.0  广宇发展 (000537 CH) (10.0) 

海联金汇 (002537 CH) 10.0  国际医学 (000516 CH) (10.0) 

引力传媒 (603598 CH) 10.0  利尔化学 (002258 CH) (10.0) 

姚记科技 (002605 CH) 10.0  志邦家居 (603801 CH) (10.0)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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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塊 要 闻  
 电价上涨环境正推动核电业绩弹性及ROE释放。火电亏损压力2021年四季度触顶并迎来业绩修复，火电

业务重新为转型提供资金支持；来水平淡制约水电2021年电量表现，但随着乌白等电站投产推动水电新一轮成长周期

正在酝酿；核电市场交易电价在2022年将迎来溢价，推动核电释放业绩弹性及扩张ROE。风电招标价格已经大幅下降

且光伏上游产能约束有望在2022年解除，新能源装机&电量持续高速扩张和ROE改善可期。关注中国核电 (601985 
CH)、国投电力 (600886 CH)、三峡能源 (600905 CH)、华润电力 (836 HK)、华能国际 (902 HK；600011 CH)、华

能水电 (600025 CH)、中国电力 (2380 HK)、川投能源 (600674 C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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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忧虑新冠疫情对原油需求带来影响，加上有获利回吐压力，国际油价从两个月高位回落。纽约期油周四

收盘跌 52 美仙 (-0.63%)，报 82.12 美元/桶；布兰特期油回吐 0.23%，收报 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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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9 (0.1) (1.6) (0.9) 96.89 95.07 97.60 3.0 
美元兑人民币^ 6.360 (0.0) 0.4 (0.1) 6.383 6.357 6.48 (1.9) 
美元兑日圆 114.20 0.4 1.4 0.8 116.31 113.42 116.00 (1.6) 
欧元兑美元 1.146 0.1 1.4 0.7 1.143 1.123 1.14 (0.5) 
英镑兑美元 1.371 0.0 1.3 1.3 1.375 1.321 1.37 (0.0) 
澳元兑美元 0.728 (0.0) 1.7 0.3 0.731 0.712 0.75 3.0 
纽约期金 1,821.4 (0.3) 1.8 (0.4) 1,831.7 1,783.6 1,720.00 (5.6) 
纽约期油 82.1 (0.6) 3.3 9.2 83.6 68.7 71.00 (13.5) 
彭博商品指数 103.0 (1.3) 2.2 3.9 104.2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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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资美元债投资级受高收益负面情绪影响走弱，活跃券利差走阔 5-15bps，投资级房企万科、龙湖

走阔 10-20bps，远洋集团曲线下跌 1-2pt；AMC 名字华融走弱 1-2pt，东方、信达、长城利差走阔 5-
15bps。高收益抛售持续，较为稳定的高评级名字也遭到严重抛售，碧桂园、龙光下跌 5-7pt，旭辉下跌 2-
4pt；禹州交换方案不符合市场预期，下跌 2-3pt；而雅居乐、时代、融创等名字价格已进入 30-40 的区间。 

 新债发行: 中国建设银行发行 10NC5 美元 T2 资本债，定价 T10+140bps，规模为 20 亿美元，债券信用评级

为 BBB+/BBB+ (标普/惠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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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1 0.04 0.24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91 0.00 17.89  美国投资级 
指数 3,464.00 0.20 (1.69)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8.83 (0.05) (0.94)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73 0.00 21.51  美国高收益 
指数 763.01 0.06 (0.65)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42.19 (1.44) (8.16)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2.06 0.00 15.97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82.98 0.12 (0.76)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229.51 (2.35) (12.05)  10-2年 

美债利差 0.81 0.00 3.62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8.33 0.00 0.45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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