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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2022 年 1 月 20 日 
3－  

警 惕 美 股 成 长 股 的 回 调 风 险  

 基准情形下，美联储或于 5 月首次加息，但不排除最早 3 月加息的可能，全年加息 3 次，6 月或开启缩表。

本轮紧缩周期中，Taper 完成-加息-缩表的操作或将更加紧凑，缩表节奏或更快。本轮大类资产走势的核心变

量是美债实际利率，在其持续上行带动下，预计 10 年期美债名义利率年内可能到达 2.1%-2.2%，全球大类资

产或将出现较大波动。预计黄金价格大概率下行，而美元指数则在美欧利差以及风险偏好共同影响下，上半

年存在支撑。美股或将整体迎来估值回调，价值表现会相对优于成长，需警惕科技成长股出现大幅回调的风

险。 

 重点新闻：耶伦料 Omicron 不会破坏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白宫顾问料大流行今年演变为风土病；拜登：不确

定可取消中国货关税；美国去年 12 月新屋动工升 1.4%，年率 170.2 万间，预期 165 万；美英两国展开谈

判，化解钢铝关税争端；约翰逊：英格兰下周三撤销防疫「B 计划」；中国网信办：出台互联网投融资规范属

不实讯息；人行指冬奥数码人币等支付服务筹备工作已就绪；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再发放消费券

持开放态度；中石油子企倒卖进口原油 1.8 亿吨遭查；瑞幸咖啡拟重新申请美国上市 

 
 。 

 

股 票  
虽然隔晚美股因加息忧虑下跌，但

周三港股在连跌 3 日后反复企稳。

A 股低开震荡，午后走低，创指跌

幅较大。欧股先跌后反复回稳，三

大股市上升。受工业股及科技股等

拖累，美股下跌。 

外 汇 / 商 品  
乌克兰局势紧张以及美汇偏弱，国

际金价涨逾 1%，创下近两个月高

位；一条连接伊拉克与土耳其的石

油管道发生爆炸，消息带动国际油

价涨逾 1%，再创逾 7 年高位。 

固 定 收 益  
中国据悉考虑放松开发商动用托管

账户商品房预售款的限制，高收益

中资美元债强劲反弹。融创大幅上

涨 18-20pt；碧桂园、旭辉、龙光

反弹 9-15pt；时代中国、雅居乐、

世茂、合景泰富、宝龙、正荣等涨

4-10pt。投资级地产板块需求强

劲，远洋大涨 5-10pt，龙湖收窄

80-90bps；科技板块略显疲软，阿

里巴巴走阔 3-5bps；AT1 板块下

跌 0.2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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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周三欧洲股市先跌后反复回稳，三大股市上升。截至收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报 7,589 点，上升 0.35%或 26
点；德国 DAX 指数报 15,809 点，上升 0.24%或 37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报 7,172 点，上涨 0.55%或 39
点。 

 美国 10 年期债息曾升破 1.9%，但其后触顶回落，加上美国银行 (BAC US) 及摩根士丹利 (MS US) 等大型

银行去年四季度业绩皆优于预期，周三美股道指由逾 300 点跌幅反弹翻红，但其后受工业股及科技股等拖累

再度下滑，收盘再度下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339 点或 0.96%，报 35,028 点；标指回落 0.97%，报 4,532
点；纳指下挫 1.15%，报 14,340 点。标普 11 个板块 9 个下跌，非核心消费品、金融及信息技术指数跌幅居

前，跌 1.81%、1.65%和 1.37%。机械股卡特彼勒 (CAT US) 跌 3.57%，为跌幅最大道指成份股。宝洁 (PG 
US) 截至去年 12 月财季业绩胜预期，除拟加价抵消成本上涨外，还打算增加回购股份，刺激股价涨

3.36%，为表现最佳道指成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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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28.7  (1.0)  日经 225  27,467.2  (2.8) 

标普 500  4,532.8  (1.0)  标普/澳证 200  7,332.5  (1.0) 

纳斯达克  14,340.3  (1.1)  韩国 KOSPI  2,842.3  (0.8)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8,013.5  1.3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7,938.4  (1.0) 

欧元区斯托克 50  4,268.3  0.2  台湾台股指数  18,227.5  (0.8) 

英国富时 100  7,589.7  0.3  印尼雅加达综合  6,592.0  (0.3) 

法国 CAC 40  7,173.0  0.5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30.3  (0.8) 

德国 DAX 30  15,809.7  0.2  新加坡富时海峡  3,283.9  0.1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414.7  3.5  越南证交所指数  1,442.8  0.3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通用汽车 (GM US): 公司将扩大氢电池应用范畴，除了应用于车辆外，也研究应用在建筑工地、音乐会

和数据中心，甚至军事等方面用途。通用汽车氢能源主管 Charlie Freese 向记者表示，扩大氢电池的应用研究，有助

公司增拨研究经费，以及降低氢能源发动机的研发成本。Freese 未有回应有关扩大应用范畴后、氢电池可能带来的额

外收入规模，只表示适当时候将会公布，氢能源发动机的推出时间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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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隔晚美股因加息忧虑下跌，但港股在连跌 3 日后周三反复企稳。昨日恒指高开高走，曾涨 173 点至

24,286 点，但随后由升转跌，午后最多跌 161 点至 23,951 点，盘已跌幅收窄收盘微涨。恒指最终收报

24,127 点，升 15 点 (+0.06%)；科指收报 5,642 点，跌 55 点 (-0.98%)，大市成交仅 1149.6 亿港元。市场

憧憬内地下调 LPR 有利房地产市场，内房股反弹，物管股也跟随高走；基建、水泥及机械股上涨；芯片股走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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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地产 3.1  信息技术 (1.8) 

能源 1.6  医疗保健 (1.3) 

原材料 0.9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1) 

金融 0.5  公用事业 (0.2) 

通信服务 0.2  工业 (0.1)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国电科环 (1296 HK) 40.4  奥星生命科技 (6118 HK) (68.2) 

锦艺集团 (565 HK) 27.0  畅由联盟 (1039 HK) (21.4) 

光控精技 (3302 HK) 25.0  满地科技 (1400 HK) (18.8) 

指尖悦动 (6860 HK) 22.8  延长石油 (346 HK) (15.2) 

歌礼制药 (1672 HK) 22.2  丝路物流 (988 HK)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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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个 股 要 闻  
 腾讯控股 (700 HK; 442.4港元) 預期短期业绩承压，加大投入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动力。我们预测公

司21Q4实现营收1,457.36亿元，同比增长9.0%，Non-IFRS净利润238.54亿元同比下跌28.2%。虽然公司短期业绩预

计承压，但是各项核心业务目前仍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同时积极地加大在ESG领域、云业务以及创新内容等投入以

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虽然当前仍然面对游戏、数据安全、反垄断等监管政策影响，同时在国际化游戏、视频

号、云和企业软件等重点领域持续投入会导致短期盈利增速有所承压，但是中长期维度有望在上述领域形成更强的竞

争力。公司也在加强在虚实结合的全真互联网领域布局，赋能数字经济建设。此外，公司减持部分成熟的投资企业，

一方面有望在股价中反映公司的投资价值，同时也能通过分红和回购的方式增加对股东的回报力度。我们认为公司中

长期依然有持续上行空间。 
 

 政策合力有望推动房地产行业三月复苏。根据贝壳研究院的统计，2021年12月重点城市的首套按揭贷

款利率较之利率高点下降10个基点。我们认为，随着存量房贷积压基本清理完毕，银行新一年信贷额度重新计算，按

揭或将主要从放款速度调整，变成定价调整。商业银行面临按揭整体需求不振，2月起可能开始考虑降低贷款定价以

获得市场份额，从而助推按揭利率下降幅度大于LPR降幅。我们认为，适当优化预售监管规定，促进房企并购资金困

难企业项目，各地陆续出台的一些优化开发环境的措施，配合按揭贷款利率的下降，有望推动产业景气在2022年3月
见底反弹。从销售复苏开始，行业所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即部分大型民企的信用问题，也能得到陆续缓解。我们继续

看好盈利能力真实，信用记录良好的大地产公司，可关注华润置地 (1109 HK)、龙湖集团 (980 HK) 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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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沪指早盘窄幅震荡，创业板指持续走弱，午后指数震荡走低。截止收盘，沪指

报 3,558 点，跌 0.33%；深成指报 142,07 点，跌 1.28%，两市成交连续第 14 个交易日破万亿；创指跑输大

市，报 3,075 点，跌 2.17%，成交额 2,714 亿元。北向资金净买入 38.21 亿元，连续 4 日净买入。憧憬今天

LPR 利率调降，部分地产股逆市上扬，金科股份 (000656 CH) 及新城控股 (601155 CH) 分别上涨 3.46%和

3.05%。盘面上，景点及旅游、NFT 概念、云游戏、建材、钢铁等板块涨幅居前；CRO 概念、盐湖提锂、白

酒板块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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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信服务 0.8  医疗保健 (1.8) 

金融 0.4  信息技术 (1.1) 

能源 0.3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9) 

房地产 0.1  原材料 (0.5) 

日常消费品 0.1  工业 (0.4) 

 股票    股票 1 日涨跌 (%) 
富祥药业 (300497 CH) 20.0  华力创通 (300045 CH) (17.7) 

科顺股份 (300737 CH) 10.7  长春高新技术 (000661 CH) (10.0) 

马钢股份 (600808 CH) 10.1  永兴材料 (002756 CH) (10.0) 

引力传媒 (603598 CH) 10.0  保隆科技 (603197 CH) (10.0) 

八方股份 (603489 CH) 10.0  永太科技 (0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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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

3,400

3,500

3,600

3,700

3,800

19
/1

/2
1

19
/2

/2
1

19
/3

/2
1

19
/4

/2
1

19
/5

/2
1

19
/6

/2
1

19
/7

/2
1

19
/8

/2
1

19
/9

/2
1

19
/1

0/
21

19
/1

1/
21

19
/1

2/
21

19
/1

/2
2

板 块 及 个 股 要 闻  
 钴价高位有望持续。由于2022年供应端增量较少，需求端则同时受益于消费锂电、动力电池、合金三大

领域的增长保持较强韧性。我们预计2022年钴行业将进入第三年的供应紧张，将催化价格向上。2022年钴价中枢有望

运行在45万元/吨以上，较2021年抬升20%以上。钴价抬升将使得相关公司2022年业绩超预期，加上钴板块公司目前

具备显著的低估值优势，预期钴板块将强于大市，重点关注洛阳钼业 (3993 HK；603993 CH) 和华友钴业 (603799 
CH)。 
 

 英维克 (002837 CH; 38.42元; 目标价 50元) 精密温控龙头。英维克是国内精密温控领军企业，是数据

中心温控、通信基站温控与储能温控等多个细分领域龙头，是行业内稀缺的平台化企业。公司的IDC与储能等业务快

速增长，并凭借领先的研发平台，拓展电子散热等新增长点。我们认为，在 “双碳” 的大背景下，公司在绿色科技与

新能源领域有望不断拓展，综合考虑到公司的龙头地位与成长性，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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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局势紧张以及美汇偏弱，国际金价 4 日来首次上升，创下近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周三收盘升 30.8 美

元 (+1.7%)，报 1,843.2 美元/盎司。 

 国际能源署 (IEA) 在月度石油报告中表示，Omicron 对各地石油需求影响不大，但个别产油国的产量将处于

历史高点，预计石油供应将很快超过需求。此外，一条连接伊拉克与土耳其的石油管道发生爆炸，消息带动

国际油价涨逾 1%，再创逾 7 年高位。纽约期油周三收盘涨 1.53 美元 (+1.79%)，报 86.96 美元/桶；伦敦布

兰特期油收盘涨 93 美仙 (+1.14%)，报 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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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1 (0.2) 0.6 (0.2) 96.66 94.90 97.40 2.0 
美元兑人民币^ 6.345 0.1 0.2 0.2 6.386 6.345 6.50 (2.4) 
美元兑日圆 114.33 0.2 0.3 0.7 116.15 113.82 116.00 (1.4) 
欧元兑美元 1.134 0.2 (0.9) (0.2) 1.144 1.125 1.14 0.5 
英镑兑美元 1.361 0.1 (0.6) 0.6 1.374 1.337 1.37 0.6 
澳元兑美元 0.721 0.4 (1.0) (0.7) 0.729 0.716 0.75 4.0 
纽约期金 1,843.2 1.7 1.4 0.8 1,838.5 1,784.7 1,732.10 (6.0) 
纽约期油 87.0 1.8 7.1 15.6 86.6 70.2 71.00 (18.4) 
彭博商品指数 105.4 1.3 2.6 6.3 105.3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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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据悉考虑放松开发商动用托管账户商品房预售款的限制，高收益中资美元债强劲反弹。融创

大幅上涨 18-20pt；碧桂园、旭辉、龙光反弹 9-15pt；时代中国、雅居乐、世茂、合景泰富、宝龙、正荣等涨

4-10pt。投资级地产板块需求强劲，远洋大涨 5-10pt，龙湖收窄 80-90bps；科技板块略显疲软，阿里巴巴走

阔 3-5bps；AT1 板块下跌 0.25pt。 

 新债发行: 河南铁路建投集团发行 3 年期美元债，定价 2.2%，发行规模 4 亿美元，债券信用评级为 A2 (穆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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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4 0.15 0.64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1.04 0.00 31.07  美国投资级 
指数 3,422.45 0.26 (2.87)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8.02 0.39 (1.31)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84 0.00 33.13  美国高收益 
指数 2,432.86 0.07 (1.16)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43.38 3.78 (7.71)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2.15 0.00 24.90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80.79 0.11 (1.33)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233.37 6.82 (10.58)  10-2年 

美债利差 0.80 0.00 2.06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8.05 0.00 0.25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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