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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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3－  

中 国 占 世 界 经 济 比 重 或 超 欧 盟  

 2021 年中国经济实际同比增长 8.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在世纪疫情冲击和百年变局加速的时

代背景下，实现了 “十四五” 良好开局。2021 年名义 GDP 突破 114 万亿元，占世界经济份额的比重或超过

欧盟，人均 GDP 也首次突破 1.2 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给出的高收入标准。从边际上看，在 “稳增长” 政策

的持续呵护下，四季度经济延续了复苏趋势，基建投资增速的单月两年平均增速较前值回升了近 5.0 个百分

点，制造业投资和出口也保持在较高景气区间，但经济中仍然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环节，例如，或由于预

期依旧敏感脆弱，地产投资仍在下行；又如，消费受疫情冲击和居民收入下行压力影响也不及市场预期，因

此预计 2022 年上半年 “稳增长” 政策仍将持续呵护经济的运行表现。 

 重点新闻：欧元区 19 个成员国财长召开新年度首次欧元集团会议，冀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压抑通胀；联合国料

今年全球逾 2 亿人失业；内地 12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两年平均增速约为 5.8%；2021 年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额 54.5 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长 3.9%；12 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 1.7%，显著低

于预期；中证监: 有序支持企业依法依规境外上市；油市供应紧张，布油价格创 3 年高；福特汽车与 Stripe
合作，拓展数码销售；紫光重整计划获法院批准。 

 
 。 

 

股 票  
内地公布去年 GDP 优于预期，加

上人行超预期同下调 MLF 利率，

周一 A 股高开高收，但港股观望

情绪浓厚，全日跌逾百点，成交清

淡；周一美股因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休市一天。 

外 汇 / 商 品  
乌克兰地缘局势紧张，加上全球原

油供应持续偏紧，国际油价周一上

扬，布兰特期油曾创下 3 年高位。 

固 定 收 益  
周一中资美元债投资级整体走弱，

科技、国企板块利差走阔 2-7bps；
AT1 走弱 0.5-1pt；AMC 名字华融

走弱 1-2pt；地产名字大幅下跌，

城投整体情绪较弱。高收益地产继

续抛售，市场消息称龙光有私募债

及大量担保的贷款和票据到期，龙

光曲线大跌 15pt，价格跌入 50-60
区间；高质量名字如碧桂园、旭辉

等也大幅下跌 8-12pt，碧桂园 6 个

月到期债券跌破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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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海 外 市 场  

 周一美股因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休市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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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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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日经 225  28,333.5  0.7 

标普 500  4,662.9  0.0  标普/澳证 200  7,417.3  0.3 

纳斯达克  14,893.8  0.0  韩国 KOSPI  2,890.1  (1.1)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6,373.9  (0.5)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8,308.1  0.3 

欧元区斯托克 50  4,302.1  0.7  台湾台股指数  18,525.4  0.7 

英国富时 100  7,611.2  0.9  印尼雅加达综合  6,645.0  (0.7) 

法国 CAC 40  7,201.6  0.8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42.9  (0.8) 

德国 DAX 30  15,933.7  0.3  新加坡富时海峡  3,288.0  0.2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475.0  (0.7)  越南证交所指数  1,452.8  (2.9)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百度 (BIDU US; 154.53美元; 目标价 215美元) 新业务提供业绩韧性。我们预计公司四季度整体业绩

将继续承压，但智能云的高增长将为公司业绩提供一定韧性。在线广告受疫情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预计中短期仍面

临一定压力，但互联互通的推进以及公司移动生态的建设，有望带来运营效率的持续改善。智能云作为公司的第二增

长曲线，有望持续受益于国内数字经济的持续增长。智能驾驶以及其他长期方向业务亦保持积极的推进节奏。预计爱

奇艺 (IQ US) 仍将以降本增效为主线。我们认为，虽然公司广告业务中短期仍面临疫情等因素的扰动，但长周期来

看，智能云等新业务的增长仍有望为公司带来增量价值。中短期维度，仍需关注国内宏观经济以及消费增长对公司广

告业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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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去年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但 12 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弱于预期，拖累周一港股高开低走，全日跌逾百点，成

交清淡。昨日恒指轻微高开后反复下跌，午后曾跌 271 点至 24,111 点，随后跌幅收窄，恒指最终收报

24,218 点，跌 165 点 (-0.68%)；科指跌 44 点 (-0.8%)，报 5,724 点，大市成交仅 1,053 亿港元，蓝筹股普

遍下跌，内房及物管股持续受压，澳门博彩股继续受追捧；市场续关注内地疫情，餐饮股普遍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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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2 年上半年 “稳增长” 政策仍将持续呵护经济的运行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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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日常消费品 (1.9) 

信息技术 0.1  原材料 (1.6)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3)  房地产 (1.4) 

金融 (0.4)  通信服务 (1.2) 

医疗保健 (0.8)  工业 (0.8)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丝路物流 (988 HK) 68.0  易纬集团 (3893 HK) (14.2) 

金仑控股 (1783 HK) 42.9  瑞鑫国际 (724 HK) (13.5) 

飞思达科技 (1782 HK) 41.1  雅仕维 (1993 HK) (13.3) 

诺辉健康 (6606 HK) 33.8  银杏教育 (1851 HK) (12.8) 

奇点国际 (1280 HK) 33.3  益美国际 (1870 HK)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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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硅片涨价。隆基股份1月16日上调了单晶硅片的价格，相较于此前的价格，上涨幅度在2.4-

5.1%，一方面是硅料价格上涨导致，另一方面反映了终端需求的旺盛。硅料价格较前期低点的220元/kg涨回230元
/kg以上，终端需求来看海外的印度和欧洲市场是需求的主要来源。我们预计2022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有望超

210GW，同比增长超过30%，且需求节奏有望逐级改善。其中国内风光大基地和 “整县光伏” 等项目加快推进，国内

风光基地一期项目批复规模达97GW，“整县光伏” 年均装机有望达到40GW；海外市场在后疫情时代和电价上涨的趋

势下需求强势复苏，其中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依然是装机的主力，欧洲市场装机有望持续超过25GW；在政策鼓励和

成本下降的趋势下，印度、拉美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也占据重要位置。需求边际改善，且展望2022年新增装

机同比保持较快增长，建议关注福莱特 (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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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内地公布去年 GDP 优于预期，全年同比增长 8.1%，高于市场预期的 8.0%。加上人行同时下调 MLF、
逆回购利率，超出市场预期，因此预期本周四 LPR 同步下调概率较大，支持 A 股小幅高开后持续走高。截至

收盘，沪指报 3,541.67 点，涨 0.58%；深成指报 14,363.57 点，涨 1.51%；创指报 3,170.41 点，涨

1.63%。两市成交略增 1.1%至 11,197 亿元 (人民币‧下同)，为连续第十二个交易日突破１万亿元。北向资金

连续两天流入大市支持沪指回升，陆股通净流入 17.07 亿元。盘面上，发改委称目前春节效应暂未显现，预

计短期猪价或延续下滑走势，部份猪肉股逆市下跌，禾丰股份 (603609 CH) 及天邦股份 (002124 CH) 分別

下跌 2.04%和 1.03%。另外，新冠特效药、数字货币、鸿蒙概念板块涨幅居前，新冠检测、中药、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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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技术 2.8  原材料 (0.0) 

通信服务 2.8  金融 (0.0) 

房地产 1.4  日常消费品 0.0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7  能源 0.3 

医疗保健 0.5  公用事业 0.3 

 股票    股票 1 日涨跌 (%) 
数字认证 (300579 CH) 20.0  硕世生物 (688399 CH) (18.1) 

东方国信 (300166 CH) 20.0  东方生物 (688298 CH) (17.6) 

捷成股份 (300182 CH) 20.0  万孚生物 (300482 CH) (12.0) 

四通新材 (300428 CH) 13.4  九强生物 (300406 CH) (10.5) 

天孚通信 (300394 CH) 13.1  泉峰汽车 (603982 C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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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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要 闻  
 紫光股份 (000938 CH; 24.37元; 目标价 33元) 集团重组落地。1月17日，紫光股份发布关于间接控股

股东重整的进展公告：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紫光集团破产重整历经六个月，伴随

重整计划获批，集团相关风险基本解除，公司激励机制等有望进一步优化，看好紫光股份延续高质量发展。当前，紫

光股份深度布局 “云—网—边—端” 产业链，在全球云硬件市场的份额不断提升，并持续突破国内运营商集采壁垒，

公司作为数字化龙头有望开启新征程。紫光股份作为国内云硬件龙头，在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WLAN等数字信

息基础设施领域持续领先，公司有望受益 “十四五” 期间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迎高速增长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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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地缘局势紧张，加上全球原油供应持续偏紧，国际油价周一上扬，布兰特期油曾创下 3 年高位。布兰

特期油收盘涨 42 美仙 (+0.49%)，报 86.48 美元/桶，早段曾高见 86.71 美元/桶，是 2018 年 10 月以来最高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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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4 94.90 97.40 2.3 
美元兑人民币^ 6.348 0.1 0.4 0.1 6.385 6.351 6.50 (2.3) 
美元兑日圆 114.63 (0.4) 0.5 0.4 116.19 113.70 116.00 (1.2) 
欧元兑美元 1.141 (0.0) 0.7 0.3 1.144 1.125 1.14 (0.1) 
英镑兑美元 1.365 (0.2) 0.5 0.8 1.375 1.329 1.37 0.4 
澳元兑美元 0.722 0.1 0.7 (0.6) 0.729 0.715 0.7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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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中资美元债投资级整体走弱，科技、国企板块利差走阔 2-7bps；AT1 走弱 0.5-1pt；AMC 名

字华融走弱 1-2pt；地产名字大幅下跌，城投整体情绪较弱。高收益地产继续抛售，市场消息称龙光有私募债

及大量担保的贷款和票据到期，龙光曲线大跌 15pt，价格跌入 50-60 区间；高质量名字如碧桂园、旭辉等也

大幅下跌 8-12pt，碧桂园 6 个月到期债券跌破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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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1 0.07 0.34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1.02 0.00 28.54  美国投资级 
指数 3,440.07 (0.69) (2.37)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8.02 0.03 (1.31)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82 0.00 31.14  美国高收益 
指数 763.01 0.06 (0.65)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38.91 0.06 (9.40)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2.15 0.00 24.67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81.79 (0.31) (1.07)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223.69 0.07 (14.28)  10-2年 

美债利差 0.80 0.00 2.60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8.17 0.00 0.33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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