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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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3－  

内 房 信 用 风 险 尚 未 结 束  

 2021 年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4.4%，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长 11.2%，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

长 1.9%，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 4.8%。12 月单月看，房地产行业景气度进一步下降。最近一个月，亚洲中

资美元房地产债券指数下跌超过 15%，创阶段新低，一些企业也继续出现债务重组和展期。资金困难企业积

极自救的态度，政策积极促成产业并购，最终可能实现信用的新均衡。当销售明显恢复，土地市场热度恢复

之后，高信用企业可能抓住一些机会，并购部分困难企业的资产，客观上有助于困难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

我们相信，政策将对此继续持积极态度，但仍会尊重市场化原则，实现市场可持续发展。在结构问题上，我

们相信政策会持 “出清和拯救” 并重的策略，既顺应劣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市场趋势，又对有能力有意愿自

救的企业给予便利，并在中长期优化地产信用主体的信息披露质量。 

 重点新闻：人行：人民币双向波动是常态不会出现单边升值；人行：存款的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空间变小；

发改委：个别房企违约无碍中资境外债市场功能；人行：近期房地产融资等已逐步回归常态；惠誉：内房流

动性续受压或触发更多违约；澳门《博彩法》草案：撤销涉危害国安博企博彩经营权；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

价创 7 年高位；美传审查阿里云业务。 

 
 。 

 

股 票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两年高位，纳

指期货在亚洲时段下跌，拖累周二

港股整体走弱，科投股領跌大市；

周二 A 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创

业板指逆市跌 0.8%；美股在假期

后显著受压，纳指大跌 2.6%。 

外 汇 / 商 品  
中东地缘局势升温，市场忧虑可能

影响原油供应，周二国际油价漲逾

1%，创下 7 年高位。 

固 定 收 益  
中资美元债投资级涨跌不一，科

技、国企板块小幅走阔 2-3bps，投

资级地产反弹，远洋涨 2-3pt，龙

湖收窄 20-30bps，万科收窄近

20bps。高收益出现反弹，碧桂

园、雅居乐、龙光分别回购 1,000
万、2,300 万、2,000 万美元债

券，碧桂、旭辉、龙光曲线曾反弹

7-11pt，但在尾盘涨幅收窄；其余

名字反弹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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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国际油价持续高位加大通胀压力，美国 10 年期债息升至两年高位，周二美股在假期后显著受压，科技股沽压

沉重。道指低开低走，曾跌 649 点，收盘仍挫 543 点 (-1.51%)，报 35,368 点；标指跌 85.74 点 (-1.84%)，
收报 4,577 点；纳指大跌 386 点 (-2.60%)，收报 14,506 点。苹果 (AAPL US) 及特斯拉 (TSLA US) 跌
1.8%；高盛 (GS US) 上季业绩倒退，股价跌 7%，摩根大通 (JPM US) 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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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68.5  (1.5)  日经 225  28,257.3  (0.3) 

标普 500  4,577.1  (1.8)  标普/澳证 200  7,408.8  (0.1) 

纳斯达克  14,506.9  (2.6)  韩国 KOSPI  2,864.2  (0.9)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6,667.7  0.3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8,113.1  (1.1) 

欧元区斯托克 50  4,257.8  (1.0)  台湾台股指数  18,378.6  (0.8) 

英国富时 100  7,563.6  (0.6)  印尼雅加达综合  6,614.1  (0.5) 

法国 CAC 40  7,133.8  (0.9)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42.9  0.0 

德国 DAX 30  15,772.6  (1.0)  新加坡富时海峡  3,280.0  (0.2)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367.5  (7.3)  越南证交所指数  1,438.9  (1.0)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微软 (MSFT US; 302.65美元) 收购动视暴雪，强化游戏与元宇宙布局。近期微软公告以全现金方式收

购动视暴雪，交易总金额约687亿美元。若收购完成，微软将跻身全球收入第三高游戏企业。近年来微软不断通过内

容并购、跨平台、云游戏、GamePass等策略组合，应对全球游戏行业的数字化浪潮和外部激烈竞争。动视暴雪为欧

美老牌游戏企业，旗下有《使命召唤》系列、《魔兽争霸》系列、《暗黑破坏神》系列、《魔兽世界》、《守望先锋》、

《糖果粉碎传奇》等世界级知名IP和产品。对动视暴雪的收购望显著丰富公司游戏内容组合，并相应增强自身游戏业

务的差异化优势，以及应对来自谷歌、亚马逊、苹果等企业的竞争。作为全球最大的企业软件厂商，微软有望持续受

益于企业数字化、云化趋势，长期业绩增长趋势较为确定，同时游戏、硬件等业务亦有望持续贡献可观的业绩增量，

我们持续看好公司中长期投资价值，并将其视为今年美股大市值软件公司中的首选。 
 

 苹果 (AAPL US; 169.8美元) iPhone 15将使用自研芯片，去高通化持续进行。IT之家报道，预计苹果

将于2023年推出的iPhone 15将首度全部采用自研芯片，其中5G芯片会采用台积电5nm制程，射频IC采用台积电7nm
制程，A17应用处理器将采用台积电3nm量产。目前自研5G芯片及配套射频IC已完成设计。LED在线报道，苹果将推

出VR/AR头戴装置，且将采用最新Mini/Micro LED显示技术，LED预计发布时间为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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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十年期债息昨早升穿逾两年高位，纳指期货在亚洲时段下跌，拖累周二港股下跌。昨日恒指轻微高开后反

复，但随后由升转跌，午后跌幅扩大，恒指曾跌 208 点至 24,009 点，盘尾跌幅收窄。恒指最终收跌 105 点 
(-0.43%)，报 24,112 点，科指收报 5,698 点，跌 25 点 (-0.45%)，大市成交 1,123 亿港元。国家发改委预期今

年用电量及最高用电负荷仍将较快增长，内地电力股受追捧；体育用品股全线向好；澳门博彩股有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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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技术 1.0  通信服务 (1.7) 

能源 1.0  医疗保健 (0.3) 

房地产 0.9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3) 

工业 0.7  金融 (0.1) 

公用事业 0.5  日常消费品 0.2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大成生化 (809 HK) 40.0  慕容家居 (1575 HK) (35.1) 

新丝路文旅 (472 HK) 22.5  基石控股 (1592 HK) (25.5) 

宝力科技 (164 HK) 20.7  富一国际 (1470 HK) (23.4) 

桦欣控股 (1657 HK) 19.5  稀镁科技 (601 HK) (20.0) 

梦东方 (593 HK) 19.2  时代环球 (2310 HK)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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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博彩法修订：是雾里看花还是尘埃落定？2021年1月15日澳门政府公布《博彩法》修订草案，草案

出来后，澳门业务占比大的美股博彩标的大幅反弹，我们认为这更多是反映靴子落地的刺激、板块当前处于相对底

部，加上草案里具体提到牌照最多为6个、不会直接派政府代表监管公司经营、不干预派息以及博彩税率不变等，均

好于之前预期。无可否认，这些阶段性事态明朗化将会是板块短期的催化。但从微观分析来看，此草案却带来了一些

新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最为担忧的是牌照最终将花落谁家以及在牌照重新竞投后赌桌数量须重新分配。中期来看，

我们认为板块催化还是取决于客流，具体包括香港跟澳门和内地通关，以及内地澳门机器办理自由行签证的重启。我

们建议选择需以稳妥为重。从业务和财务规模看，我们认为银河娱乐 (27 HK) 的确定性较高；从业务规模多元化角

度看，我们建议关注金沙中国 (1928 HK)。 
 

 特步国际 (1368 HK; 13.62港元; 目标价: 14.6港元) 优秀的公司仍在进步，但短期估值合理。公司公布

2021年4季度经营数据，主品牌流水增长20%~25%，2021年全年流水增长30%+，同时各项运营指标健康。我们认

为，特步过去三年在产品升级、渠道改善、管理团队优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体现在产品中高端线跑步线的口碑的不

断向上，长期看有望通过专业线丰富、生活线延展打开成长空间，站稳国内头部跑步品牌行列，并有望参与同海外头

部品牌Nike/Adidas/Asics的竞争中。但短期看，2022年基数压力、行业放缓、竞争加剧背景下，预计增长相较2021
有所放缓。目前股价和市值逐渐反映短期流水向好和长期增长指引，对应2022年市盈率26倍，我们认为较为合理。 
 

 思摩尔国际 (6969 HK; 36.6港元; 目标价: 56港元) FEELM Air技术发布，技术及品牌优势巩固。公司

于海外发布FEELM Air新技术，三大创新及七大突破致力于体积更薄、性能更强、减害性提升，进一步巩固陶瓷雾化

技术全球领先地位。我们预期随新技术在新产品上的逐步应用，有望支撑公司产品定价及毛利空间，而技术创新迭

代、品牌矩阵完善、雾化场景多元化有望共筑中长期竞争壁垒。短期政策扰动下海内外需求的走弱不改公司中长期良

好经营趋势，静待PMTA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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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A 股 市 场  

 周二 A 股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随后走势分化，沪指曾一度涨逾 1%，随后涨幅有所收窄，创业板指较为

弱势，盘中曾跌超过 1%。截止收盘，沪指报 3,569 点，涨 0.8%；深成指报 14,391 点，涨 0.19%，两市成

交连续第 13 个交易日破万亿，北向资金净买入 23.35 亿，净流人 62.33 亿；创指报 3,144 点，跌 0.82%，成

交额 3,223 亿元。盘面上，机场航运、数据安全、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幽门螺杆菌概念、新冠检测、医疗器

械板块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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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医疗保健 (1.7) 

公用事业 1.5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1) 

工业 1.4  通信服务 0.1 

房地产 1.3  信息技术 0.4 

金融 1.1  原材料 0.6 

 股票    股票 1 日涨跌 (%) 
中国交建 (601800 CH) 10.0  飞凯材料 (300398 CH) (14.8) 

东鹏饮料 (605499 CH) 10.0  锋尚文化 (300860 CH) (14.4) 

上海家化 (600315 CH) 10.0  万孚生物 (300482 CH) (13.6) 

南山控股 (002314 CH) 10.0  易瑞生物 (300942 CH) (12.6) 

设计总院 (603357 CH) 10.0  圣湘生物 (688289 CH)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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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个 股 要 闻  
 新能源汽车行业换电元年，十倍空间。3060大背景下，换电成为推动新能源汽车全场景普及的必然形

式，是充电的有效补充。我们预计，在政策、资本、自身产品力提升下，2022年有望成为换电行业高速发展的元年，

全年有望新增换电站超3,000个 (截至2021.10行业保有量仅1,086个)，2025年行业新增有望超1万个，五年十倍+空
间。短期，预计相关运营商、设备供应商均有望受益行业高增长；长期推荐具备强大资源整合能力的第三方电池供应

商和运营商，如宁德时代 (300750 CH)、协鑫能科 (002015 CH) 等。 
 

 上海家化 (600315 CH; 41.7元; 目标价 55元) 业绩大超预期，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公司发布业绩预增

公告，预计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76.6 亿元/+9% (未经审计，下同)，归属净利润6.65亿元/+52%，扣非归属净利润

6.88亿元/+74%。2021年4季度单季，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3亿元/+9.8%；归属净利润2.35亿元/+99%；扣非归属净

利润2.14亿元/+79%。公司2021年归属净利率达8.6%，同比2020年大幅提升2.5个百分点，其中4季度归属净利润率

同比大幅提升5.7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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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地缘局势升温，市场忧虑可能影响原油供应，国际油价连续第 2 天上扬，创下 7 年高位。纽约期油周二

收盘涨 1.61 美元 (+1.92%)，报 85.43 美元/桶；伦敦布兰特期油收盘涨 1.03 美元 (+1.19%)，报 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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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3 0.5 0.1 0.1 96.75 94.91 97.40 1.7 
美元兑人民币^ 6.353 (0.1) 0.3 0.0 6.385 6.349 6.50 (2.3) 
美元兑日圆 114.61 0.0 0.6 0.4 116.17 113.78 116.00 (1.2) 
欧元兑美元 1.133 (0.7) (0.4) (0.4) 1.144 1.125 1.14 0.7 
英镑兑美元 1.360 (0.4) (0.3) 0.5 1.374 1.334 1.37 0.8 
澳元兑美元 0.719 (0.4) (0.3) (1.1) 0.729 0.716 0.75 4.4 
纽约期金 1,812.4 (0.2) 0.8 (0.9) 1,832.8 1,785.4 1,732.10 (4.4) 
纽约期油 85.4 1.9 9.2 13.6 85.8 69.1 71.00 (16.9) 
彭博商品指数 104.1 0.6 3.2 5.0 105.0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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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资美元债投资级涨跌不一，科技、国企板块小幅走阔 2-3bps，投资级地产反弹，远洋涨 2-3pt，
龙湖收窄 20-30bps，万科收窄近 20bps。高收益出现反弹，碧桂园、雅居乐、龙光分别回购 1,000 万、

2,300 万、2,000 万美元债券，碧桂、旭辉、龙光曲线曾反弹 7-11pt，但在尾盘涨幅收窄；其余名字反弹幅度

较小。 

 新债发行: 湖州城投发行 3 年期美元债，定价 2.85%，发行规模 3 亿美元，债券信用评级为 BBB (惠誉)。 

 广东交通集团发行 5 年期美元债，定价 T+75bps，息票率 2.358%，发行规模 5 亿美元，债券信用评级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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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63 0.15 0.49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1.06 0.00 32.45  美国投资级 
指数 3,413.41 (0.77) (3.13)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7.17 (0.39) (1.69)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88 0.00 37.41  美国高收益 
指数 2,431.20 (0.36) (1.23)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34.53 (1.83) (11.07)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2.20 0.00 29.37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80.38 (0.37) (1.44)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218.47 (2.34) (16.29)  10-2年 

美债利差 0.83 0.00 4.96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7.52 0.00 (0.14)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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