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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2022 年 1 月 24 日 
3－  

地 方 两 会 密 集 部 署 稳 投 资 稳 增 长  

 今年 1 月初以来，内地各地区陆续召开两会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2 年主要经济指标目标，部署重点

发展任务，为研判宏观经济形势提供了中观数据佐证。我们通过梳理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词频分析，发

现各地提出的 2022 年 GDP、投资增速目标基本都快于 2021 年两年平均水平，投资成为各地稳增长的重要

抓手，呈现 “基建驱动、制造升级、地产托底” 趋势，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基建、数字经济、双碳等关键

词被高频谈及，各地专项债发行前置也将更好支持 “十四五” 重大项目工程在地方具体实施落地。各地政府工

作报告有力贯彻了中央稳增长部署，地方经济提速将支撑全国经济高确定性恢复。 

 重点新闻：报导指俄罗斯已在俄乌边境部署约 10 万部队，但否认计划入侵；耶伦料美国明年通胀大幅回落；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公布美国上月领先指标升 0.8%，符预期；欧元区今年 1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报负

8.5，预期负 9.0，前月负 8.3；土耳其监管机构传建议银行不要派股息；欧盟冀美国等盟国，增天然气供应；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本财年财政状况远比预期理想；康希诺拟斥 1.5 亿至 3 亿人币回购 A 股；长城

汽车总经理王凤英因工作需要请辞；中移动：母企拟斥最多 50 亿人币增持公司 A 股。 

 
 。 

 

股 票  
美国宣布制裁三家中国军工企业，

忧虑中美关系再度紧张，上周五 A
股延续弱势，沪指录得三连跌，港

股則先跌后靠稳。俄罗斯与乌克兰

紧张局势升级，利淡欧股投资气

氛。科技股下挫，美股持续受压，

道指 6 连跌。 

外 汇 / 商 品  
市场缺乏利好消息，Omicron 在全

球漫延，上周五国际油价下跌

0.5%-2%；石油出口国组织与盟国 
(OPEC+) 在 2021 年 12 月份的履

行减产承诺比率为 122%，高于 11
月的 117%，今早国际油价涨约

1%。 

固 定 收 益  
市场担忧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美

债利率上行压力增大。投资级整体

利差全周走宽 1-5pt，而受地产政

策利好因素带动，投资级地产板块

利差大幅收窄。高收益板块先跌后

涨，主要是于周初受到龙光私募违

约消息影响，高收益地产板块整体

受压。而因后半周受到政策利好因

素带动，高收益内房名字利差大幅

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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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美国情报显示俄罗斯一个月内有可能袭击乌克兰，乌克兰地缘政局紧张，利淡欧股投资气氛，上周五欧股下

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报 7,494 点，下挫 1.20%或 90 点；德国 DAX 指数收报 15,603 点，急跌

1.94%或 308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报 7,068 点，倒退 1.75%或 125 点。 

 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加上全球最大影视串流平台奈飞 (NFLX US) 今季预期新增用户令市场失

望，拖累其股价急跌逾 20%。投资者忧虑本周多间大型科技企业业绩亦可能疲弱，加上美国加息阴霾持续，

科技股下挫，美股持续受压，道指 6 连跌，为 2020 年 2 月以来最长跌浪。截至收盘，道指跌 450 点或

1.30%，报 34,265 点；标指滑落 1.89%，报 4,397 点；纳指挫 2.72%，收市报 13,768 点。标普 11 个板块仅

核心消费品指数逆市靠稳涨 0.02%，其余 10 个板块全面下跌；其中，电讯服务指数及非核心消费品指数跌幅

居前，跌 3.88%和 3.10%。竞争对手奈飞用户增长预测逊预期，拖累迪士尼 (DIS US) 股价滑落 6.92%，为

跌幅最大道指成份股。麦当劳 (MCD US) 微升 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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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5.4  (1.3)  日经 225  27,522.3  (0.9) 

标普 500  4,397.9  (1.9)  标普/澳证 200  7,175.8  (2.3) 

纳斯达克  13,768.9  (2.7)  韩国 KOSPI  2,834.3  (1.0)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8,941.7  (0.1)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7,617.2  (0.8) 

欧元区斯托克 50  4,229.6  (1.6)  台湾台股指数  17,899.3  (1.8) 

英国富时 100  7,494.1  (1.2)  印尼雅加达综合  6,726.4  1.5 

法国 CAC 40  7,068.6  (1.7)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27.1  (0.0) 

德国 DAX 30  15,603.9  (1.9)  新加坡富时海峡  3,294.9  0.0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401.9  (3.4)  越南证交所指数  1,472.9  0.5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斯伦贝谢 (SLB US): 受惠于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上扬，全球最大油田服务商斯伦贝谢去年四季度业绩优

于市场预期。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季度，斯伦贝谢经调整利润为 5.87 亿美元 (下同)，折合每股 41 美仙，优于预期的

39 美仙，去年同期利润 3.09 亿元；季度收入 62.9 亿元，优于市场预测的 60.9 亿元。集团行政总裁 Olivier Le Peuch
表示，原油需求预料今年底将超越疫情前水平，2023 年相信进一步上升。斯伦贝谢预期，今年资本开支介乎 19 亿至

21 亿元，去年为 17 亿元，北美开支预料增长至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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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仍然忧虑联储局加息前景，隔晚美股三大指数先升后跌，但上周五港股先跌后靠稳。恒指低开高走，曾

倒升 29 点至 24,982 点，再创近两个月高位，但随后 A 股下跌拖累港股由升转跌，午后曾倒跌 228 点，低见

24,723 点，之后跌幅收窄，竞价时段更倒升收盘。恒指最终收报 24,965 点，涨 13 点 (+0.05%)；恒生科指

收盘跌 0.44%，报 5,870 点，大市成交 1,541 亿港元。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旅游相关

股份上涨，内需股反弹；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仍下跌，部分航运股继续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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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下调

LPR 有利内房气氛，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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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常消费品 1.9  医疗保健 (0.9) 

房地产 1.3  工业 (0.2) 

原材料 0.5  能源 (0.1) 

通信服务 0.4  金融 (0.1) 

公用事业 0.1  信息技术 (0.0)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基石控股 (1592 HK) 135.0  指尖悦动 (6860 HK) (46.8) 

GHW Int'l (9933 HK) 21.9  中国钱包 (802 HK) (22.4) 

畅由联盟 (1039 HK) 21.6  交银国际 (3329 HK) (19.9) 

未来世界 (572 HK) 20.8  歌礼制药 (1672 HK) (19.4) 

道和环球 (915 HK) 18.0  财讯传媒 (205 HK)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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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光学市场跟踪：12 月新机拉货带动业绩回暖。整体来看，12 月份手机光学产业链公司营收表现仍然

较弱，主要源于去年同期国内大客户集中拉货导致基数较高，而全年来看受疫情影响、需求疲弱等导致终端需求低于

预期，且手机光学仍有降规降配现象。但环比来看，光学产业链公司业绩均有所回暖，一方面苹果、安卓新机在年末

拉货，另一方面上游供应链缺货影响正逐步减缓。展望后续，短期看镜头端格局变化或带来 ASP 波动，需持续跟踪；

长期看，随着疫情及零部件缺货影响消除，我们认为手机端像素提升、潜望式、ToF 等，建议关注舜宇光学科技 (2382 
HK)。 
 

 泡泡玛特 (9992 HK; 43.95 港元; 目标价: 66 港元) 预计营收快速增长，关注持续进化能力。我们预计

泡泡玛特 2021 年实现快速增长，预计公司 2021 年营收 45.57 亿元，同比增长 81.3%；调整后归母净利润 11.35 亿

元，同比增长 92.2%。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公司的门店扩张及潮玩人群渗透率提升有望驱动业绩稳健增长；长期来看，

随着公司 IP 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积极构建的多元化产品矩阵有望为品牌带来长久的增长空间。我们看好泡泡玛特作

为潮玩龙头公司的持续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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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宣布制裁三家中国军工企业，中国外交部谴责这是典型的霸凌行径，市场忧虑中美关系再度紧张，上周

五 A 股延续弱势，沪指录得三连跌。截至收盘，沪指报 3,522.57 点，跌 0.91%；深成指报 14,029.55 点，跌

1.19%；创指报 3,034.68 点，跌 1.02%。两市成交显著缩减 13%至 9,844 亿元 (人民币‧下同)，连续第 15 个

交易日破万亿走势告终。北向资金持续流入抄底大市，陆股通净流入 87.58 亿元，连续六日录得净流入，惟

未能支持大市上涨。日内瓦药品专利池组织宣布，已与 27 家仿制药企业签署协议，生产默沙东口服 COVID-
19 抗病毒药物 molnupiravir，中国有资格仿制的企业共有 5 家，当中包括复星医药 (600196 CH)、博瑞医药 
(688166 CH)、艾迪药业 (688488 CH) 参股的龙泽制药，消息刺激博瑞医药涨停，艾迪药业飙 10.79%，复

星医药升 5.98%。另外，景点及旅游、机场航运、煤炭板块涨幅居前，新冠特效药、新冠检测、医疗器械板

块跌幅较大。 

 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最大时点已过，但对政策依赖性依然较强，地方 “两会” 显示各地以投资稳经济的趋

势明显，而货币先行发力超预期后，其它部委和地方的接力预计将形成政策合力，“政策底” 已经明确。其

次，高位抱团瓦解诱发的情绪宣泄接近尾声，市场短期调整既偏离货币宽松趋势，也偏离政策支撑的基本面

趋势，内外资金行为分化亦是佐证，“情绪底” 即将到来。最后，随着稳增长主线共识的不断提高，情绪宣泄

接近尾声，预计市场资金将恢复流入，“市场底” 渐行渐近，建议紧扣 “稳增长” 主线，重点围绕 “两个低位” 
继续布局优质蓝筹，迎接上半年行情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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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常消费品 0.7  医疗保健 (2.5) 

房地产 (0.3)  工业 (1.4) 

金融 (0.5)  信息技术 (1.4)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8)  能源 (1.3) 

原材料 (1.0)  通信服务 (1.2) 

 股票    股票 1 日涨跌 (%) 
博瑞医药 (688166 CH) 20.0  博瑞医药 (688166 CH) 20.0 

天虹股份 (002419 CH) 10.0  天虹股份 (002419 CH) 10.0 

指南针 (300803 CH) 9.3  指南针 (300803 CH) 9.3 

上海钢联 (300226 CH) 8.8  上海钢联 (300226 CH) 8.8 

平煤股份 (601666 CH) 8.6  平煤股份 (601666 CH)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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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汽车 (601633 CH; 44 元; 目标价 67 元) 一次性因素扰动四季度业绩。长城汽车 2021 年全年实现

67.8 亿元归母净利润，其中四季度单季度归母净利润 18.4 亿元，同比-33.8%，环比+30%；单季度扣非归母净利润 6.4
亿元，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因为欧拉好猫用户补贴、股权激励费等。我们认为四季度受一次性影响较大，不影响我们对于

公司长期的基本面的判断。展望 2022 年，利润车型坦克 500 在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发布，现车到达终端后带来订单

的增长。我们预计 2022 年坦克品牌销量将突破 20 万辆，带来 60 亿元以上的利润贡献。另外，利润还受到整体产能利

用率的影响，芯片短缺逐渐缓解、总销量提升后，产能利用率带来的边际盈利拉动将较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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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缺乏利好消息，Omicron 在全球漫延，上周五纽约期油跌 1.76 美元 (-2.0%)，报 85.14 美元/桶；伦敦布

兰特期油收盘跌 49 美仙 (-0.55%)，报 87.89 美元/桶。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称，石油出口国组织与盟国 (OPEC+) 在 2021 年 12 月份的履行减产承诺比率为 122%，

高于 11 月的 117%，今早国际油价涨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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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4 (0.1) 0.5 (0.0) 96.61 94.88 97.40 1.8 
美元兑人民币^ 6.339 0.0 0.2 0.3 6.387 6.337 6.50 (2.5) 
美元兑日圆 113.68 0.4 0.4 1.2 116.24 113.63 116.00 (2.0) 
欧元兑美元 1.134 0.3 (0.6) (0.2) 1.144 1.126 1.14 0.5 
英镑兑美元 1.355 (0.3) (0.9) 0.2 1.372 1.341 1.37 1.1 
澳元兑美元 0.719 (0.6) (0.3) (1.1) 0.729 0.715 0.75 4.4 
纽约期金 1,831.8 (0.6) 0.6 0.2 1,844.0 1,787.6 1,732.10 (5.4) 
纽约期油 85.1 (2.0) 3.7 13.2 87.9 71.7 71.00 (16.6) 
彭博商品指数 105.4 (0.4) 2.2 6.2 106.2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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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担忧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美债利率上行压力增大。投资级整体利差全周走宽 1-5pt，而受地

产政策利好因素带动，投资级地产板块利差大幅收窄。高收益板块先跌后涨，主要是于周初受到龙光私募违

约消息影响，高收益地产板块整体受压。而因后半周受到政策利好因素带动，高收益内房名字利差大幅收

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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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31 0.10 0.82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1.00 0.00 26.92  美国投资级 
指数 3,435.51 0.29 (2.50)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8.52 0.20 (1.08)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76 0.00 24.80  美国高收益 
指数 2,423.52 (0.30) (1.54)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49.49 1.45 (5.39)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2.07 0.00 16.78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81.79 0.22 (1.07)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241.25 2.17 (7.56)  10-2年 

美债利差 0.76 0.00 (2.12)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8.89 0.00 0.86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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