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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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3－  

预 期 内 地 全 年 GDP 有 望 超 过 110 万 亿  

 周一内地将公布 12 月的工业生产、消费、投资和全年 GDP 数据。我们预计，商品价格回落叠加年末固有的

赶工效应下，12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保持在较高区间，同比读数为 4.0%左右，全年为 9.9%；投资中制

造业延续高景气，基建企稳，地产磨底，预计 2021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5.1%；消费将受到汽车销售

改善带动温和回升，预计 12 月消费增速为 4.7%，全年为 12.8%。上周已经公布的进出口数据均实现了 30%
左右的高增长，对全年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提振。综合来看，我们预计虽然四季度经济增长的直接读数比三季

度更低，但是两年平均增速比三季度提高，全年 GDP 绝对规模有望超过 110 万亿，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

控均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现了 “十四五” 良好开局。 

 重点新闻：美国上月零售销售按月降 1.9%，预期为持平；密歇根大学 1 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报 68.8，
预期 70；费城联储总裁哈克：料美国联储局今年加息 3 次至 4 次；欧央行执委施纳贝尔反对过早加息，免影

响经济复苏；英国新增病例降至 10 万宗以内；中国出口金额 (美元口径) 同比增长 21% (Wind 一致预期

18.2%)，11 月为 22%；进口金额 (美元口径) 增长 19.5% (Wind 一致预期 22%)，11 月为 31.7%；澳门修订

博彩法草案，建议发放最多 6 个赌牌；伊朗：去年油气出口量显著增加；苹果容许荷兰网民选择支付方式；

沃尔玛料进军虚拟货币或 NFT 业务。 

 
 。 

 

股 票  
隔晚美股下跌，上周五港股先跌后

回稳。A 股个别发展，蓝筹股跑输

大市，沪指低位震荡，创指则跑赢

大市。欧股低位震荡，三大股市全

线下跌。美股个别发展，银行股普

遍下跌，道指跑输纳指。美股今天 
(1 月 17 日) 因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休市一天。 

外 汇 / 商 品  
有报道指中国将于农历新年后释放

战略原油储备，但乌克兰局势紧张

以及市场预期全球原油供求紧张，

上周五国际油价涨 2%。 

固 定 收 益  
上周中资美元债一级市场供应恢

复，共 16 笔新发，规模约 65 亿美

元，发行主体集中于城投和工业板

块。二级市场表现不佳，投资级受

新发供应恢复和加息预期影响整体

较弱，国企板块中化等名字走阔约

2-7bps，AMC 板块大幅走弱，华

融跌 2-3pt，投资级地产远洋集团

大幅下跌 5-10pt。高收益大幅下

跌，正荣、融创、雅居乐、合景泰

富、时代中国暴跌超 20pt，相对稳

健的名字如碧桂园、龙光、旭辉等

大跌 10-1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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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上周五欧洲股市维持低位震荡，三大股市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报 7,542 点，微跌 0.28%
或 20 点；德国 DAX 指数报 15,883 点，下跌 0.93%或 148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报 7,143 点，跌 0.81%或

58 点。 

 上周五美股个别发展，美国公布去年 12 月零售销售录得 10 个月以来最大跌幅，环比下跌 1.9%，市场原预期

持平；另外，今年 1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情绪指数初值跌至到 68.8 为十年来第二低水平，Omicron 扩散和通

胀忧虑令美国消费者信心下跌，加上摩根大通 (JPM US) 公布去年四季度业绩后急泻，银行股普遍下跌，美

股道指周五持续受压，曾泻逾 400 点，但收盘跌幅显著收窄。科技股逆市上涨，纳指跑赢大市。截至收盘，

道指报 35,911 点，倒退 201 点或 0.56%；标指微升 0.08%，报 4,662 点；纳指反弹 0.59%，报 14,893 点。

标普 11 个板 4 个上涨，国际油价上涨，能源指数涨幅居前，涨 2.44%。房地产及金融指数跌幅较大，跌逾

1%。摩根大通 (JPM US) 公布利润和收入均超过预期，首席财务官 Jeremy Barnum 警告称公司未来两年可

能无法实现关键的利润目标，拖累股价大幅下跌 6.15%，为跌幅最大道指成份股。澳门政府公布修订《娱乐

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草案，订明批给数量最多 6 个赌牌，博彩股急升，金沙集团 (LVS US) 及永利度

假村 (WYNN US) 分别涨 14.15%和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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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1.8  (0.6)  日经 225  28,124.3  (1.3) 

标普 500  4,662.9  0.1  标普/澳证 200  7,393.9  (1.1) 

纳斯达克  14,893.8  0.6  韩国 KOSPI  2,921.9  (1.4)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6,927.8  1.3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8,255.8  (0.0) 

欧元区斯托克 50  4,272.2  (1.0)  台湾台股指数  18,403.3  (0.2) 

英国富时 100  7,543.0  (0.3)  印尼雅加达综合  6,693.4  0.5 

法国 CAC 40  7,143.0  (0.8)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55.3  (0.9) 

德国 DAX 30  15,883.2  (0.9)  新加坡富时海峡  3,282.0  0.8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485.9  (2.1)  越南证交所指数  1,496.0  (0.0)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奈飛 (NFLX US): 串流平台奈飞调高美国与加拿大用户的服务月费。据其在网站公告，两地的基本月

费调升1美元至9.99美元，标准月费由13.99美元升至15.49美元；优质客户月费由17.99美元升至19.99美元。Netflix
发言人表示，调高月费有助集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Netflix在2019及2020年均曾调高月费，并视逐步调高月费为长

远策略。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周五盘中曾涨3.69%，收盘收窄至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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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7 日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港 股 市 场  

 市场忧虑美国最快 3 月启动加息，隔晚美股下跌，上周五港股先跌后企稳。恒指低开低走，最多曾跌 288 点

至 24,140 点，午后跌幅持续收窄，收盘跌 46 点，报报 24,383 点；科指收报 5,769 点，跌 27 点 (-0.5%)，
大市成交只有 1,198.9 亿港元。友邦 (1299 HK) 升 2.2%；汇控 (5 HK) 收涨 1.7%再创逾 22 个月高，今年

以来已升 16.3%；科技股整体有回吐；澳门政府将公布博彩法修订细节，澳门博彩股受追捧；内地上月出口

好于预期，航运股普遍上涨。 

 市场观望美国加息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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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疗保健 0.7  原材料 (1.1) 

工业 0.6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8) 

金融 0.3  公用事业 (0.6) 

信息技术 (0.2)  日常消费品 (0.4) 

能源 (0.2)  通信服务 (0.4)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德泰新能源 (559 HK) 56.5  齐屹科技 (1739 HK) (28.7) 

金仑控股 (1783 HK) 41.0  宏基集团 (1718 HK) (17.6) 

信源企业 (1748 HK) 26.4  车市科技 (1490 HK) (17.6) 

中国唐商 (674 HK) 25.4  金力永磁 (6680 HK) (16.6) 

云顶香港 (678 HK) 23.4  盛洋投资 (174 HK)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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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个 股 要 闻  
 快手 (1024 HK; 89.55港元; 目标价: 160港元) 2021年四季度业绩前瞻。我们预计公司2021年4季度用

户和营收表现有望符合前期指引水平，同时费用端降本增效有望带动经调整净亏损率收窄超预期。从2021年3季度

起，快手的发展策略已经从用户高投入扩张转换为注重效率和商业化的扩张模式，平台用户获客和留存效率呈现边际

提升趋势，同时广告和电商的商业化能力也在持续强化。随着公司对于效率的重视程度提升，未来毛利率、销售费用

率和净亏损率有望持续得到优化。作为国内头部短视频平台，快手有望持续优化产品模式、内容战略及商业化，看好

公司平台生态和商业化的增长动力。 
 

 Omicron泛流感趋势强化，短期看检测，长期看疫苗。新冠疫情正式进入Omicron时代，Omicron的主

要特点是传染性大幅增强，疫苗有效性大概率下降。美国真实世界研究报告初步揭示Omicron重症率低于Delta，我們

認為Omicron将进一步促进新冠疫情泛流感化。短期Omicron强传染性带来抗原检测短期需求爆发，长期新冠流感

化，疫苗长期需求值得期待，我们看好疫苗板块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1) 研发管线丰富的龙头药复星医药 (2196 
HK)、石药集团 (1093 HK) 和以创新研发为驱动的制药公司信达生物 (1801 HK)、君实生物 (1877 HK) 等；(2) “卖
水者” 逻辑下的药明康德 (2359 HK) 等；(3) 医疗服务及商业药店领域的锦欣医疗 (1951 HK)、海吉亚 (6078 HK) 
等；(4) 疫苗产业链上的康希诺生物 (6185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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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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市 场  

 上周五中国海关总署公布 2021 年全年中国进出口规模达到 6.05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去年 12 月

进出口均出现明显减速，A 股个别发展，煤炭股、生物制药股领跌，蓝筹股跑输大市，沪指全日低位震荡，

深指靠稳，创指则跑赢大市。截至收盘，沪指跌 0.96%，报 3,521.26 点；深成指涨 0.09%，报 14,150.57
点；创指涨 1.18%，报 3,119.41 点。两市成交增加 1.2%至 11,070 亿元 (人民币‧下同)，连续第 11 个交易日

突破１万亿元，陆股通小幅净流入 2.82 亿元。盤面下，藥監局召开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鼓励打造东北地道

药材，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药股普遍拉升、以岭药业 (002603 CH) 等多股涨停。另外，新冠检测、

医疗器械、三胎概念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教育、旅游板块跌幅较大。 

 高位抱团股瓦解是年初市场情绪大幅波动的主因，预计投资者对稳增长政策以及经济企稳的信心将不断强

化，市场情绪将随着稳增长主线的再次明确而提振，上半年行情的起点正在临近，预计节前出现。首先，高

位抱团股快速的调整先后诱发了投资者的 “高切低” 和减仓行为，对稳增长政策力度的担忧诱发了相互换仓行

为，导致上半月主线混乱，但市场已经度过了情绪的最恐慌点，缺的只是主线方向上的共识。其次，我们预

计去年经济数据的集中落地将使市场对今年稳增长形成更一致的预期，政策合力的形成正在路上，市场对

2022 年经济预期将逐步上修。最后，增量资金开始企稳并恢复流入，稳增长主线的明确将明显改善市场情

绪，预计节前出现上半年行情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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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疗保健 1.5  能源 (3.1) 

信息技术 1.0  房地产 (2.4) 

公用事业 (0.3)  金融 (2.1) 

通信服务 (0.5)  工业 (1.3) 

原材料 (0.7)  日常消费品 (0.8) 

 股票    股票 1 日涨跌 (%) 
捷成股份 (300182 CH) 20.0  天融信 (002212 CH) (10.0) 

睿智医药 (300149 CH) 20.0  三星医疗 (601567 CH) (9.9) 

东方生物 (688298 CH) 20.0  江铃汽车 (000550 CH) (9.0) 

万孚生物 (300482 CH) 18.6  京城股份 (600860 CH) (8.8) 

君实生物 (688180 CH) 15.2  城地香江 (603887 CH)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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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行业业绩有望创新高。2021年煤价创出历史新高，行业利润大幅扩张，预计平均业绩增速接近

80%，同时股息率也有望保持吸引力。预计2022年煤价虽有波动，但整体维持高位，叠加长协价大概率提涨，预计板

块景气依然维持高位，目前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在业绩预期向好、宏观经济预期企稳的背景下，龙头公司的估值

修复有望进一步推进。我们推荐积极向新能源转型的华阳股份 (600348 CH)、电投能源 (002128 CH)，以及业绩向好

的陕西煤业 (6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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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报道指中国将于农历新年后释放战略原油储备，但乌克兰局势紧张以及市场预期全球原油供求紧张，上周

五国际油价涨 2%。纽约期油周五收盘涨 1.7 美元 (+2.07%)，报 83.82 美元/桶，上周累计升 6.23%；伦敦布

兰特期油收盘涨 1.59 美元 (+1.88%)，报 86.06 美元/桶，上周累升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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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7 0.4 (0.6) (0.5) 96.91 94.96 97.60 2.6 
美元兑人民币^ 6.353 0.1 0.4 0.1 6.384 6.354 6.49 (2.1) 
美元兑日圆 114.19 0.0 1.2 0.8 116.26 113.52 115.50 (1.1) 
欧元兑美元 1.141 (0.4) 0.4 0.4 1.144 1.124 1.14 (0.1) 
英镑兑美元 1.368 (0.2) 0.6 1.1 1.376 1.324 1.37 0.2 
澳元兑美元 0.721 (1.0) 0.4 (0.8) 0.730 0.713 0.75 4.1 
纽约期金 1,816.5 (0.3) 1.1 (0.7) 1,832.4 1,784.9 1,732.10 (4.6) 
纽约期油 83.8 2.1 6.2 11.4 84.7 68.8 71.00 (15.3) 
彭博商品指数 103.5 0.5 2.2 4.4 104.6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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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中资美元债一级市场供应恢复，共 16 笔新发，规模约 65 亿美元，发行主体集中于城投和工

业板块。二级市场表现不佳，投资级受新发供应恢复和加息预期影响整体较弱，国企板块中化等名字走阔约

2-7bps，AMC 板块大幅走弱，华融跌 2-3pt，投资级地产远洋集团大幅下跌 5-10pt。高收益大幅下跌，正

荣、融创、雅居乐、合景泰富、时代中国暴跌超 20pt，相对稳健的名字如碧桂园、龙光、旭辉等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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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6 0.02 0.26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97 0.00 23.46  美国投资级 
指数 3,440.07 (0.69) (2.37)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7.96 (0.40) (1.33)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78 0.00 27.40  美国高收益 
指数 763.01 0.06 (0.65)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38.76 (1.42) (9.46)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2.12 0.00 21.87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81.79 (0.31) (1.07)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223.53 (2.61) (14.34)  10-2年 

美债利差 0.82 0.00 3.94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8.18 0.00 0.34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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