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一下此處編輯母版標題樣式文件名

中信证券财富管理 (香港)

CITIC Securities Wealth Management (HK)

每周股票策略

产品及投资方案部

｜2023年1月30日



1

每周股票策略

海外宏观

美国
经济放缓节奏
慢于预期

内地宏观

疫情影响
几近消失

內地消费电子
行业

手机库存
持续去化

每周精选

短线交易建议

內地锂行业

Allkem锂产品
售价走高

市场策略

港股: 资金回流

进程持续；

A股: 全面修复

正在途中



2

海外宏观：美国经济放缓节奏慢于预期

 美国2022年四季度实际GDP季调环比折年率2.9%，2023年1月制造业PMI 46.8，均好于预期。具体而言：

 一) 居民消费需求显示韧性。商品消费环比由负转正，主要是受益于机动车需求的改善；但服务消费增长势头继续放缓。居民消费
支出的韧性主要是受到超额储蓄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支撑：一方面，截至去年 11 月，美国居民累计超额储蓄仍剩余大约 1 万亿美
元的规模，这在经济活动放缓的背景下成为消费需求的缓冲垫，避免了居民消费的快速减少；另一方面，持续紧俏的劳动力市场通
过薪资增长渠道为居民收入提供增长动能，四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环比折年率由前值1.0%进一步上行至3.3%。

 二) 投资需求显现衰退信号。虽然四季度私人投资增速大幅反弹，但应注意到这是缘于私人库存而非固定投资需求的增加贡献，其
对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可持续性较小。新增私人库存构成了四季度总体 GDP环比折年率的一半涨幅，反映终端需求回落对生产活
动的影响逐渐显现；而固定投资需求对总体GDP的拖累幅度进一步扩大，其中住宅投资需求连续第七个季度环比负增长，反映利率
上升环境对投资需求的明显抑制。同时，虽然1月制造业PMI超预期，但制造业活动仍处于收缩区间。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美国居民消费仍显韧性，但投资需求出现衰退信号 三) 外贸活动双向放缓。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幅度较二、三季度减少，进口、
出口需求在四季度双双减少，反映美国外贸活动的双向放缓，这是经济面临
衰退的另一重要信号。

 去年四季度以来，由于美国通胀回落节奏快于预期，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逐
渐放缓，且春节期间经济数据利好频传，市场预期美元流动性边际改善、憧
憬“软着陆”可能性的提升，这是市场乐观情绪的来源。我们预计这种因加
息预期放缓的乐观情绪可以延续到美联储加息结束、流动性边际改善预期完
全兑现前，预计当前弱美元与风险偏好上行模式可持续至 3 月联储会议前。

 当美联储真正暂停加息、流动性边际改善的预期得到兑现后，市场关注的重
心可能转移至经济衰退、企业盈利下修的风险，届时风险偏好情绪可能再次
回落，美元可能有所反弹，市场可能转入“避险”模式，未来需关注预期转
变与经济数据进一步走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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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宏观：疫情影响几近消失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截至1月23日，内地新冠阳性检出率已经降至4.5%，与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更低，如美国
最新披露的周度阳性检出率为11.4%；全国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已下降至11万人次，较峰值下降了96.2%，内地疫情快速流行影响已
基本消失。

 与此相对应的是春节期间的出行和消费恢复速度大超预期，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6%，旅游收入恢复
至73.1%。交通运输方面，民航、铁路、公路旅客运输量同比均出现大幅增长，电影消费方面，票房收入与观影人次已基本恢复至
2019 年的水平，出行旅游方面，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平台景区门票预订量、用车预订量和酒店预订量均达到疫情以来春节预订数
据的峰值。

 其中，春运前21天民航客流恢复至2019年70%，单日最高恢复至2019年85%，我们预计今年春运返程表现好于去程，今年春运民
航整体客流有望恢复至2019年75%~80%，韧性凸显。春运民航票价韧性初显，优质航司凭借高效率的运营机制和极端场景下锤炼
的应变能力在今年二季度有望实现飞行员和机队运营能力的快速恢复，暑期票价弹性释放带来现金流的强劲修复，周期弹性可期。
同时春节期间澳门线的恢复可作为国际线修复缩影，我们预计2023年国际航班量有望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50%~60%，2024年国际
线航班量或超过2019年的水平，枢纽机场基本面有望随国际客流恢复迎来反转。

资料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Wind、中信证券

春节期间航班执飞数量明显增加全国报告人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数及阳性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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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港股策略：港股作为全球资金定价的市场，经济周期相关品种估值修正相较
A 股更为彻底，因此随着基本面预期的不断修复，资金回流的进程也更为持
续。去年8~10月港股调整阶段，离岸中国基金累计净赎回规模达到65亿美元，
周度平均净申赎率为-0.4%；今年1月，随着内地疫情快速达峰，经济预期快
速修复，海外资金配置意愿显著提高，离岸中国基金单月净申购规模达到
58.3亿美元，周度平均净申赎率达到+0.9%。从港股市场托管数据反映的资
金流来看，托管于离岸外资机构的资金全年净流出达4,589亿港币，该趋势自
去年12月初发生逆转，截至1月20日合计净流入253亿港币，较2022年净流
出的规模仍有4,300亿港币左右的差距。今年海外普遍存在衰退风险，港股是
少有的方便全球配置同时跟中国经济挂钩的市场，资金持续流入是全球配置
上的需要，对于时间窗口或是短期弹性的要求并不高，预计伴随着基本面的
复苏仍会不断迎来增量。

 A股策略：从春节期间出行恢复和市场表现来看，疫情影响几近消失，旅游
出行人数已恢复至疫情前89%，港股表现领跑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恢复
常态信心倍增。其次，从节后高弹性的方向来看，A股的弹性来源于风险偏
好和流动性修复，成长风格占优，港股的弹性来源于基本面不断修复过程中
的配置资金回流，内需复苏占优。最后，从资金结构和投资者行为特征来看，
配置型外资在完全回补前期流出后，接下来流入速度预计会趋缓，国内活跃
资金加仓是节后市场增量资金主要来源，全面修复行情下市场流动性持续扩
散，预计成长洼地成为资金共识。短期配置上，建议继续增配机构仓位低、
产业逻辑顺、业绩弹性大的品种，如医药医疗、信创和数字经济，以及机械、
化工和环保板块当中专精特新个股。

港股: 资金回流进程持续
A股: 全面修复正在途中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0/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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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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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锂行业：Allkem锂产品售价走高

 Olaroz盐湖2022年四季度碳酸锂销售均价为46,706美元/吨，环比上涨23%，同
比上涨324%；公司四季报预计2023年一季度碳酸锂售价与2022年四季度持平。
公司去年四季度碳酸锂产销量分别为4,253/3,131吨，环比分别+29%/-16%，产
销率较低是由于公司优先向Naraha 氢氧化锂工厂供应碳酸锂原料；2022年公司
碳酸锂产销量分别为1.4/1.3万吨，同比分别+8%/+17%。

 2022年四季度Allkem 锂产品价格继续上涨，显示出全球锂供应紧张局面尚未缓
解。澳洲锂矿销售价格持续走高支撑内地锂盐成本，锂价下行空间有限。随着下
游采购走强，锂价有望止跌反弹。锂板块经历前期调整估值具备吸引力，有望随
锂价回暖出现反弹。建议关注布局上游锂资源的企业，关注天齐锂业 (9696 HK) 

和赣锋锂业 (1772 HK)。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8/1/2023

2020-2023內地电池级碳酸锂价格走势

 1月18日，海外锂厂商Allkem发布2022年四季度经营活动报告，公司锂精矿售价环比上涨5%，碳酸锂售价环比上涨23%。锂精矿产
量环比减少6.8%，碳酸锂产量环比增长29%。

 Mt Cattlin锂矿2022年四季度锂精矿销售均价为5,284美元/吨 (CIF, SC5.3)，约合6,000美元/吨 (FOB, SC6.0)，环比上涨5%，同比
上涨231%。考虑到加工费及税费，我们测算2022年四季度精矿价格折合碳酸锂成本约为40万元/吨。2022年四季度澳洲锂精矿售价
维持高位，表明全球锂原料供应依然紧张，内地外购精矿的锂盐厂商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有望支撑锂盐价格高位运行。

 Mt Cattlin锂矿2022年四季度锂精矿产销量分别为1.64/1.57万吨，环比分别-6.8%/-26%；2022全年产销量分别为10.7/14.1万吨，同
比分别-53%/-52%。Mt Cattlin 锂矿2023 年产量指引仅为14-15万吨，维持低位运行态势。作为对外销售锂精矿的独立厂商，Mt 

Cattlin锂矿产量的下降使得锂精矿供应紧张的局面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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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消费电子行业：手机库存持续去化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BCI、中信证券测算

内地手机渠道累计库存变化净值测算消费电子中信指数收盘价 (单位：万部)

 疫情放开后需求回暖迹象显著，手机销量同比环比改善。根据产业调研2023年首周 (1月2日至1月8日) 内地智能手机出货约630万部，
同比增長13%，环比增長15%，伴随未来疫情影响边际减弱，我们认为需求有望进一步向好。

 2021年三季度至四季度渠道库存迅速攀升，2022年三季度后缓慢缩减，目前较安全备货库存水平仍超出约1.5月出货量。截至2022 

年11月末内地手机市场渠道库存约6,476 万部 (约2.5月内地手机市场出货量水平)，较安全备货水平高出约3,976万部 (约1.5月国内
手机市场出货量水平)，仍在持续去库存阶段。

 展望未来，去库存持续推进，预计2023年二季度前后回归安全备货水平，看好2023年市场稳步复苏。我们预计2023年一季度在疫
情影响趋缓、年节促销活动驱动下库存水位将持续下降2023年二季度在 618 促销带动下料将进一步消耗库存，预计2023年二季度
前后回归正常的安全备货水平，2023年下半年迎来传统消费旺季，2023年预计呈现稳步复苏。

 中游零组端，重点关注受益需求恢复+布局创新蓝海的零部件公司，如舜宇光学科技 (2382 HK)、比亚迪电子 (285 HK)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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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交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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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E 23E 21-23E 22E 22E (%) (%) (%)

同程旅行 (780 HK) 19/04/22 旅行社 214 19.60 23.00 17.3 80.3 28.9 1.6 2.5 0.0 (0.5) 4.4 43.1

中国重汽 (3808 HK) 10/01/23 重卡 88 13.28 17.42@ 31.2 12.7 9.1 NA 0.9 2.9 0.5 22.1 7.3

友邦保险 (1299 HK) 10/01/23 保险 10,431 89.00 101.00 13.5 44.3 18.1 NA 2.7 1.7 1.6 2.5 3.1

中国国航 (753 HK) 10/01/23 航司 126 7.41 8.00@ 8.0 NA - NA 3.1 0.0 (2.6) 6.6 1.8

天齐锂业 (9696 HK) 20/09/22 锂资源 76 76.60 80.00 4.4 4.8 5.0 0.2 2.4 4.1 6.9 37.3 (6.6)

中金公司 (3908 HK) 06/09/21 劵商 296 18.60 18.83 1.2 8.9 7.5 NA 0.9 1.6 5.0 24.8 (10.4)

蒙牛乳业 (2319 HK) 24/01/22 乳业 1,135 38.10 40.00 5.0 22.4 20.1 2.2 3.1 1.3 1.6 7.6 (19.5)

中兴通讯 (763 HK) 27/07/21 通讯设备 151 20.05 23.93# 19.4 9.7 8.5 0.7 1.4 2.2 1.6 16.6 (21.2)

福莱特 (6865 HK) 13/12/21 光伏 112 24.90 32.00 28.5 21.5 15.4 1.3 3.3 0.8 1.0 31.9 (29.5)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7/1/2023     #彭博综合预测 @技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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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同程旅行 (780 HK) – 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期间平台景区门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上涨76%、用车预订量同比上涨35%、
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19%，均达到疫情以来春节预订数据的峰值。总体而言，相较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春节前后全国各地陆续度过
疫情流行顶峰，当前的“过峰”进度比预期更早，疫情对生产、消费和经营的扰动时间比预期更短。互联网平台公司大都具备消费
属性，因此和内地消费复苏密切相关，2023 年上述平台收入端有望获得直接促进，叠加互联网公司降本增效的持续推进，业绩有
望保持逐季修复的趋势。在线旅游属于出行链中的互联网公司，且头部公司在出行需求恢复的过程中业绩弹性更大，关注同程旅行。
(中信证券 - 裘翔)

 中国重汽 (3808 HK) – 据第一商用车网报道，2022年12月内地重卡市场销售各类车型约5.4万辆，同比下跌6%，环比增长16%，行
业跌幅相比2022年上半年及三季度已显著收窄。展望未来，在重卡更新替换周期到来、国四淘汰及出口快速增长等利好因素加持下，
重卡行业大周期维度的拐点已至，行业有望迎来复苏与增长。关注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出口销量增速领先的中国重汽。(中信证券 –

尹欣驰)

 友邦保险 (1299 HK) – 三年疫情管控期间，寿险公司队伍普遍遭遇严重挑战，存量人力大幅萎缩，新增人力面临招人难留人更难的
困境。和同业公司相比，友邦在中国内地的队伍存量上基本保持稳定，相对优势大幅提高。在中国内地市场，友邦最有可能并最先
回到历史最好状态。在中国香港市场，公司将受益于通关，承保和投资迎来右侧拐点。其他市场持续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增长潜力。
我们预计公司在2023年有望率先实现显著复苏，2024年有望创出历史新高。(中信证券 – 童成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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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中国国航 (753 HK) – 春运前21天民航客流恢复至2019年70%，单日最高恢复至2019年85%，我们预计今年春运返程表现好于去程，
今年春运民航整体客流有望恢复至2019年75%~80%，韧性凸显。春运民航票价韧性初显，优质航司凭借高效率的运营机制和极端
场景下锤炼的应变能力在今年二季度有望实现飞行员和机队运营能力的快速恢复，暑期票价弹性释放带来现金流的强劲修复，周期
弹性可期。同时春节期间澳门线的恢复可作为国际线修复缩影，我们预计2023年国际航班量有望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50%~60%，
2024 年国际线航班量或超过2019年的水平，枢纽机场基本面有望随国际客流恢复迎来反转。建议关注高β弹性的中国国航。(中信
证券 – 扈世民)

 天齐锂业 (9696 HK) – 公司旗下共有四处锂资源项目，其中Greenbushes锂矿和Atacama盐湖分别为全球品位最高、开采规模最大、
成本最低的锂矿和盐湖项目。顶级资产为公司带来极强的成本优势，2022年上半年公司锂精矿和锂盐产品的毛利率分别为77%和
88%，居行业前列。随着债务危机解除，公司产能重回扩张阶段，在锂价上行周期中盈利大幅增厚。作为全球领先的锂一体化垂直
供应商，天齐锂业拥有优质的锂资源和极具竞争力的生产成本，使得公司盈利能力及资源品质高于同行，因此建议关注。(中信证券
- 敖翀)

 中金公司 (3908 HK) – 2022年以来，受市场体量收缩、海外投资持股占比下滑等多因素影响，证券行业估值和机构配置规模出现显
著下降，板块估值接近历史低点。行业长期发展趋势稳定，换手率、股权融资规模、公募管理规模等核心指标持续攀升，券商资产
质量显著改善，资本市场改革围绕开源和降费两主线持续推动行业成长。展望未来，在证券行业持续走向头部集中的趋势下，在财
富管理和国际化等蓝海市场积极布局的证券公司有望实现突破式发展。我们看好在财富管理、新经济投行、机构服务和跨境业务具
备竞争优势的中金公司。(中信证券 - 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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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牛乳业 (2319 HK) – 2022年三季度公司收入预计高单位数增长，较上半年同比增速环比改善，表现好于行业整体。2022年三季
度拆分品类看：一) 预计基础白奶和特仑苏单季度收入实现低双位数增长，常温白奶需求较好、高端 UHT 份额稳步提升；二) 常温
酸收入预计跌幅收窄至个位数；三) 乳饮料收入预计恢复正增长；四) 预计低温酸收入由于冷链受局部疫情持续影响，延续下跌趋势。
展望 2023 年，疫情影响减弱有望推动收入恢复高单位数至低双位数增长；成本压力回落、费用端延续强管控等，将驱动公司重回
盈利能力提升通道。长期看，公司将持续追求收入增长和盈利提升的均衡发展，仍建议关注。(中信证券 – 薛缘)

 中兴通讯 (763 HK) – 回顾2016-2017年的经济复苏周期中，地产政策刺激和移动互联浪潮为两大重要驱动力，其中互联网在提供就
业岗位、创造增量需求方面做出重要贡献。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旗帜鲜明支持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发展，我们预计互联网和
数字经济有望在 2023年的经济复苏过程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通信 ICT设备、IDC、光通信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核心，有望受益
于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与企业IT开支恢复，实现利润修复，关注中兴通讯。(中信证券 - 裘翔)

 福莱特 (6865 HK) – 预计随着组件价格的下降以及后续硅料价格下降带来的成本下降，内地光伏地面电站将逐步加速启动建设，且
光伏地面电站在新增装机中的占比也将从2022年上半年的约1/3进一步提升。光伏地面电站建设的加速启动预计将带动双玻组件渗
透率的提升，提升单W组件玻璃的用量，带动光伏玻璃行业需求加速增长。公司2022年三季报业绩略低于预期，但光伏玻璃出货同
比较快增长，在产品价格和成本承压的情况下，实现了单季度的正增长。展望四季度，在新增产能投放的情况下，出货量、收入和
盈利有望实现同比环比的增加；展望2023年，在地面电站逐步放量的情况下，公司出货量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中信证券 – 华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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