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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此轮曲线倒挂趋势对于美国衰退的预示意义较弱

 收益率曲线倒挂通常发生在加息后半程或是加息周期结束后，但是收益率曲线在此轮加息周期刚开始已发生部分倒挂。实际上短端
利率与长端利率的主导因素不同导致了通常在加息周期后期利差会开始缩窄，并可能出现倒挂现象，而此轮加息滞后于曲线，加息
开启时接近经济复苏尾声，因此加息前期出现了部分收益率曲线倒挂现象。此外，较长期处于高位的通胀也导致各期限通胀预期上
行幅度出现分化，进而推动利差较快缩窄。

 自1966年以来，收益率曲线发生倒挂以后，较大概率6-24个月会出现经济衰退。具体来看，收益率曲线较全面倒挂才会预示未来经
济衰退，目前10年期与3个月利差仍较高，预计今年收益率曲线发生较全面倒挂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未来经济发生衰退的可能性较
低。并且Estrella和Mishkin的研究也表明10年期与3个月利差对于经济衰退具有预测性，目前十年期利率与3个月利率反映出未来美
国经济衰退的概率较低，今年经济实现软着陆概率较高。

 此轮中长期收益率曲线在加息前期提早且较快的发生部分倒挂主要是由于此次美联储加息远滞后于曲线，以及通胀持续高企。但此
轮中长期收益率曲线倒挂趋势对于衰退的预示意义较弱，今年预计不会出现较为全面的收益率曲线倒挂，因此今年发生衰退的可能
性较低，但今年仍存在中长期收益率曲线倒挂加剧的风险。此轮缩表较早并较快有助于缓解收益率曲线倒挂趋势，因此预计缩表将
于年中开始，缩表速度将更快，预计美联储今年加息节奏较快，存在单次会议加息50基点的可能性，今年预计共加息6次左右 (单次
会议加息50基点记为两次)，10年期美债利率仍有较大的上行空间，缩表预期升温可能会导致利率上行速度加快。

资料来源：Estrella和Mishkin (1996)、中信证券

10 年期与3个月利差与衰退概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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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宏观：价格因素导致利润格局有所分化

 2022年1-2月份，內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5%，三年平均增速为21.8%，较 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上升 3.6 个百分点，呈
现改善趋势。不过行业间利润格局又有所分化，上游利润增速和利润占比大幅上升，中、下游利润增速下滑，中游利润占比显著
下降。下游行业中，消费品等制造业利润增速较快。从经济效益指标看，企业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改善，但存货周转偏慢。国
企、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速回升，私企利润增速小幅回落。当前，商品涨价和疫情是制约中下游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因素，预期随
着制造业扶持政策及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逐步发力，行业间利润格局会逐渐平衡。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行业间利润格局分化，上游增速加快，中、下游增速下滑从三年平均视角看，企业盈利、营收增速边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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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宏观：价格因素导致利润格局有所分化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1-2 月国企、股份企利润增速回升，私企利润增速小幅回落上游利润占比明显提升，中游利润占比压缩，下游占比提高

存货周转天数处于历史同期较高水平，同比升 0.1 个百分点采矿业、电力热力生产的利润增速较前值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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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港股策略：最近几个交易日港股波动更多是对俄乌问题和互联网监管的担忧，
俄乌冲突长期化，两国战况胶着和制裁升级并存，欧美国家官方制裁和民间
商业抵制并存，但外部风险冲击高峰已过，欧洲主要股指已基本修复至冲突
爆发前水平，后续扰动影响预计将趋弱。而冲突主要影响在于推升全球通胀
预期，在能源价格推高通胀预期下加息仍为市场焦点，预期利好海外敞口较
大的国际性银行。此外，近两周内地疫情反复，本轮国内疫情影响预计主要
集中在3-4月份，稳增长政策发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迅速提升，多项政策组合
将逐步推出，并形成合力；二季度经济将逐步修复。两会政策积极目标清晰，
稳增长进一步加码趋势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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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底部的消费可选及必需消
费板块中的内地汽车及零部件、运动服、食品饮料板块。未来仍市场仍关注
中美在中概股事件谈判、美联储未来加息步伐、以及个别内地房地产违约事
件。

 A股策略：预计本轮内地疫情影响主要集中在3~4月份，对经济的实际影响较
大，或拖累一季度GDP同比增速0.5到1个百分点。其次，稳增长政策发力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迅速提升，预计将二次发力，选项包括：地产政策加大托底
力度、货币政策总量工具再发力、财政减税降费并加快支出项目落地、基建
投资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地方政府针对微观主体纾困方案落地等。最后，
外部风险冲击的高峰已过，俄乌冲突日趋明朗，港股和中概股的监管影响不
改其中期修复趋势。配置上，建议把握稳增长政策二次发力的关键窗口，紧
扣相关主线，重点围绕“两个低位”均衡布局 (估值处于相对低位及基本面
预期处于相对低位的品种)，迎接二季度价值和成长的共振上行。

港股: 海外事件仍为主要扰动
A股: 稳增长二次发力的政策选项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5/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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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煤炭行业：业绩及分红预期或继续催化板块行情

 短期行业基本面跟踪：港口动力煤价再现波动，坑口需
求旺盛，“双焦”价格受疫情影响明显。产地基本面依
然强势，坑口需求旺盛，加之多数煤矿优先保供，市场
煤源偏少，导致现货和洗煤厂报价上涨，需求依然以化
工企业和电厂补库为主。港口煤价上周后期有所降温，
主要是需求短暂下滑，贸易商观望增加，出货量增加，
报价下调，预计短期仍是高位震荡。焦炭方面，河北等
地疫情影响了钢厂开工率和焦炭需求，加之疫情对汽运
的影响，中西部省份也出现了焦炭累库的现象，导致焦
炭短期出现供给略宽松的局面。焦煤方面，随着焦炭景
气的波动，加之疫情对运输的影响，焦企对原料煤采购
放缓，同时，前期煤价上涨过后，市场观望增加，短期
价格或趋稳。

 预计短期海外能源价格维持高位、进口煤减量，对国内
煤价支撑强劲；中期稳增长、地产政策放松等政策预期
也会支撑行业需求预期。按照目前的业绩预期和估值水
平，加之神华等龙头公司的高分红预案，板块依然有上
涨催化剂，或有显著的超额收益。我们继续沿两条主线
推荐： (1) 销售均价及业绩有弹性的无烟煤及冶金煤企
业，兰花科创 (600123 CH) 、兖矿能源 (600188 CH) 、
潞安环能 (601699 CH) 、平煤股份 (601666 CH) ， (2) 
动力煤中价值属性的标的陕西煤业 (601225 CH) 、中
国神华 (1088 HK) 、电投能源 (002128 CH) 。(中信证
券 - 祖国鹏)

行业部分关键指标跟踪

各品种价格走势跟踪（元/吨）

资料来源：Wind、CCTD、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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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电信行业：今年1-2月收入超预期

 今年1-2月，中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586 亿元，同比增长 9%，累计增速创 2015 年来新高。近年来，伴随运营商相关政策持
续向好、行业格局改善、5G 快速发展，中国电信业务收入增长持续提速，2019/2020/2021 年分别同比增长 0.8%/3.6%/8.0%。
2022 年1-2月，中国电信业务在去年良好发展基础上再创新高，体现出运营商行业持续向好的趋势。

 分部情况方面，1-2月运营商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1,072亿元，同比增长1.5%；互联网宽带业务收入为 387 亿元，同比增长 8.5%；
新兴业务收入 508 亿元，同比大增 34.1%，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 5.2百份点。1-2月，运营商云计算、大数据、IDC、物联网业务收
入分别同比增长 124.6%、58%、20.6%、21.9%。

 考虑到电信业务收入与运营商服务收入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我们看好三大运营商 2022年一季度取得良好业绩增长。当前运营商基
本面持续改善，云计算和 IDC 等产业数字化业务快速增长，基本面拐点+高股息+低估值的配置价值凸显，关注中国移动 (941 HK)、
中国电信 (728 HK) 及中国联通 (762 HK)。 (中信证券 - 黄亚元)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宽带建设提速、5G稳步推进，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速有所回落

一) 基站数量 5G基站建设稳步推进。截至2月末，中国5G基站总数达150.6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15%，1-2月份新建5G基站
8.1万个。预计截至2022年末，5G基站数有望超200万。

二) 宽带建设 截至2月末，全国光纤接入 (FTTH/O) 渗透率达94.8%；千兆宽带用户达4,088万户，比上年末净增632万户，渗透
率提升至7.5%，较去年同期提升5.9百份点。

三) 移动互联网流量 1-2月，中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增速同比增長20.7%，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1.1百份点、较去年12月下降8.5百份
点。

四) DOU 2022年2月，中国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DOU) 达12.22GB/户·月，同比增長12.7%。2月DOU受春节等季
节性因素扰动，较2021年12月下降2.5GB/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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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交易建议^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短线交易建议为30天内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周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流通市值 收盘价 目标价 潜在涨幅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一周涨跌 本年涨跌 推荐后涨跌

公司 推荐日期 行业 (亿港元) (港元) (港元) (%) 21E 22E 20-22E 21E 21E (%) (%) (%)

比亚迪 (1211 HK) 04/01/21 汽车 1,844 211.60 447.00 111.2 - 63.7 3.1 6.2 0.1 (0.3) (20.6) 4.1

中银香港 (2388 HK) 14/03/22 银行 1,028 28.65 34.79@ 21.4 12.3 10.8 4.1 1.0 4.1 0.7 12.1 2.9

蒙牛乳业 (2319 HK) 24/01/22 乳业 1,340 44.15 57.00 29.1 27.1 22.4 1.1 3.8 1.1 (2.4) (0.1) (7.8)

福莱特 (6865 HK) 13/12/21 光伏 135 30.15 42.00 39.3 25.3 19.7 1.1 4.5 0.9 (13.0) (23.9) (14.6)

中金公司 (3908 HK) 06/09/21 劵商 271 17.00 22.82 34.2 6.8 5.7 0.3 0.8 2.4 (6.2) (20.9) (18.1)

中兴通讯 (763 HK) 27/07/21 通讯设备 126 16.64 28.26@ 69.8 11.7 7.9 0.3 1.2 2.2 7.9 (22.1) (34.6)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5/3/2022     @彭博综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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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短线交易建议为30天内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周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比亚迪 (1211 HK) – 公司2022年2月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8.7万辆，同比大增764%，环比下跌6%，跑赢行业平均环比-30%的降幅。
插混车方面，宋Plus DM-i、唐DM-i等高价位车型销量占比提升，结构优化。2020年5月发布的旗舰轿车“汉”长期销量稳定，
2022年2月系列销量维持火热，品牌升级持续验证。2021年1月发布的DM-i系列主打低价格、低油耗、高配置的“不可能三角”，
需求持续火爆。随着公司车型矩阵持续完善、新能源车竞争力持续得到验证，2022年公司智能化+出海有望成为新亮点。此外，公
司中性化战略稳步推进，比亚迪半导体上市申请已于2022年1月27日过会。动力电池外供加速、储能电池出货提升，供应链价值凸
显。 (中信证券 - 袁健聪)

 中銀香港 (2388 HK) – 在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2022年Hibor反弹将带动中银香港的盈利恢复。与联邦基金利率上调
相比，香港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可能会出现 3 到 6 个月的时间滞后。中银香港在香港房贷市场的实力可以使今年的贷款增长保持在
高个位数。然而，今年一季度的拨备可能会因Omicron 爆发而小幅提升。在 2021 年盈利小幅上涨后，2022年净利润可能会出现两
位数的反弹，而Hibor上升是值得关注的收入驱动因素。(彭博)

 蒙牛乳业 (2319 HK) – 疫情推动乳制品消费意识，需求有加速提升趋势，虽经历2021年三季度的阶段性走弱 (疫情/消费环境)，但
2021年四季度已逐渐恢复，2022年1-2月蒙牛完成双位数销售增长、实现开门红。展望2022 年，蒙牛今年收入均有望同增
12%~15%。2022年1-2月上游原奶價同比基本持平 (2月略跌)，判断 2022 年奶价望平稳或有所下降，奶价下行周期中乳企龙头具
备利润弹性释放空间。进入2022年，乳企龙头推动费用精准投入 (规划的线下费用率均有下降)，常温液奶已形成稳固双寡头格局、
促销抢份额意义不大，乳企龙头差异化竞争及原奶价格窄幅波动环境下，看好保持温和竞争，共同驱动盈利能力提升的格局。(中信
证券 - 薛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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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短线交易建议为30天内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周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福莱特 (6865 HK) – 公司2021年四季度实现营收23.76亿元（同比增长5.9% ，环比增长2.9%），归母净利润4.03亿元（同比下跌
50.7%，环比下跌11.6%)。公司2021年四季度业绩阶段性承压，主要受制于光伏玻璃走货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展望2022年，预
计随着光伏装机迎来加速复苏带动光伏玻璃需求放量，以及公司产能扩大、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双玻、大尺寸占比有望提升至
50%左右 (按吨)，从而享受1元/平米左右的阶段性产品溢价，预计公司光伏玻璃盈利有望实现触底回升。仍建议关注。(中信证券 -
华鹏伟)

 中金公司 (3908 HK) – 2021年前三季度，中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6.85亿元，同比增长29.08%；实现归母净利润74.54 亿元，同比
增长 52.39%。得益于买方投顾业务的高速发展，2021年第三季度中金公司实现经纪业务手续费收入17.19亿，环比增长33.3%。中
金公司业务特质契合资本市场改革方向，受益于股权衍生品发展和中概美股加速回归，受益于A 股市场机构化和国际化。去年三季
度，财富管理业务成为业绩增长的新引擎。中金公司拥有高于行业的利润增速和股本回报率水平，建议关注。(中信证券 - 田良)

 中兴通讯 (763 HK) – 中国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文，同意在京津冀、贵州等 8 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 10 个
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及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有望推动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
光模块的扩容与升级。中兴通讯2021年全年收入 1,145.2 亿元，同比增長12.9%；扣非归母净利润 33.1 亿元，同比大增 219.2%。
公司中国国内运营商网络业务份额持续提升，国内政企业务增长超过 40%，手机和家庭信息终端消费者业务持续发力，实现整体的
收入稳健增长和利润率提升。我们看好公司中期的高质量增长和盈利能力提升，建议关注。 (中信证券 - 黄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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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由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撰写。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是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期货 (香港) 有限公司的财富管理品牌。本文为一般
性资讯，仅供参考之用。本文具有教学性质，但不被视为对任何司法管辖区的任何特定投资产品、策略、计划特征或其他目的的建议或推荐，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或其任何子公司也不承诺会参与任何此处提及的交易。任何示例都是通用的、假设的并且仅用于说明目的。

本文是由投资/产品专员而非分析师撰写的文章汇编。它不构成研究报告，也不应被解释为研究报告，也不旨在提供专业、投资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建议或推荐。本
文件所载观点为投资/产品专员个人观点，或投资/产品专员对公司观点的理解，可能与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的官方观点和利益 (包括投资研究部门的观点) 存
在差异，也可能不存在差异。

本文包含支持投资决策的全部信息，您不应依赖它来评估投资任何证券或产品的优势。此外，读者应对法律、监管、税务、信用和会计方面的影响进行独立评估，
并与其金融专业人士一起确定此处提及的任何投资是否适合其个人目标。投资者应确保在进行任何投资前获得所有可用的相关信息。所载任何预测、数据、意见
或投资技术和策略仅供参考，基于某些假设和当前市场状况，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虽然信息来自被认为可靠的来源，但不保证其准确性，也不对任何错误或遗漏承担责任。请注意，投资涉及风险，投资的价值和收益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和税收
协议而波动，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投资的全部金额。过去的表现和收益率都不是当前和未来结果的可靠指标。

任何人士于某司法管辖区其中作出购买或出售证券的邀请或招揽属违法时，本文不应被解释为发出此类邀请或招揽。此处包含的信息均未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获得
批准。

法律主体声明
香港：本资料由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称“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中央编号AAE879)，一家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监管的公司发表及
分发。

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香港：根据任何时间下所适用法律和法规，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其各自的关联公司或与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有关联的公司或个人可能在发布本资料前
使用了此处包含的信息，并且可能不时购买、出售或在所提及的任何证券中拥有重大利益，或在目前或将来可能产生或曾经有业务或财务关系，或可能或已经向
本文提及的实体、其顾问和/或任何其他关联方提供投资银行、资本市场和/或其他服务。因此，投资者应注意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和/或其各自的关联公司或
公司、或此等个人可能存在一项或多项利益冲突。

未经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目的复制、发送或销售本文。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2022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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