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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三大因素意味着美国市场资金不会出现“股债轮动”

 首先，从经济基本面角度，虽然目前美国的就业数据依然非常健康，消费增速自去年11 月以来也出现明显反弹，但今

年2月的Markit PMI 出现大幅下滑，特别是服务业PMI，从1月的53.4骤降至49.4。预示着在疫情冲击的影响下，美国

一季度经济增速会较2019年四季度的2.1%进一步下滑。因此，整体看，美国经济仍处于扩张的后周期，GDP 增速继

续放缓的趋势也将在今年延续，经济基本面并不支持长期共同基金出现“股债轮动”。

 第二，从人口结构层面，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逐年提升，从2005 年的12.3%增加至2018 年的15.8%。此外，美国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逐步延长。因此，美国的养老资产占整体长期共同基金的比例预计会继续上升。同时，步入退

休年龄后，美国居民对于固收类资产的配置需求将相应的增强。由于养老金占整体长期共同基金的比例已超过50%，

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也意味着资金更倾向于固收类资产。

 最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短期资金对防御性资产的需求更强，例如利率债和黄金。近一年半以来巨量国债陷

入或接近负收益率区间也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下降。此外，疫情过后随着避险情绪的消退，长端的美国国

债收益率预计也会反弹，收益率曲线重新陡峭化。债券收益率上升能够抬升投资者回报率，进一步吸引增量资金流入。

美国Markit PM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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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内地宏观：日韩疫情对内地产业链的影响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日韩疫情风险快速上升，将对全球产业链产生冲击。近期

海外疫情爆发引发了市场关注，韩国、日本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上升最快，疫情进展及其影响尤其值得重视，特别

是日韩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的风险正在明显上升。

 日韩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紧密，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不可忽

视。日韩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主要体现在：(1) 中国是日

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进口国；(2) 日韩也是主要的中间品出

口国，中国对日韩中间商品的依赖度较高；(3) 从产业链

的角度，日韩与中国在贸易领域上中下游互相依托，是国

内产业链不可忽视的一环。若疫情当地进一步升级，日韩

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企业停工、物流停运、出口减

少将直接冲击中国上中下游的供应端，其影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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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进口国 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进口国，远高于期他国家

近期国内疫情风险下降，海外每日新增病例数上升很快，
疫情得到控制仍需时日



内地宏观：日韩疫情对内地产业链的影响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产业链的延伸可能冲击国内中下游泛半导体产业、汽车制造产业：(1) 泛半导体产业：中下游板块会受到日韩上游晶圆、

光刻胶等IC原材料涨价和断供的压力，鉴于该产业防护级别高，短期断供风险不大，影响相对可控。但国内产业在电

子、机械设备等领域对日韩出口依赖度较高，若日韩面板、芯片等停产停运带来涨价可能提高下游生产成本；(2) 汽车

制造产业：上游部分金属制品、橡胶等化工原材料以及机电、运输设备与日韩供应链相关，若出现断供料将对汽车制

造链条造成一定影响。总体我们认为应密切关注该产业链上日韩主导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涨价和断供风险可能对国内

产业链产生的负面影响。若日韩疫情失控，影响可能会显著扩大。

 冲击之下，国内产业在自主供应链配套上有望加强。一方面，涨价会增加国内细分产业链上的企业盈利，提高在配套

供应链上的投资；另一方面，产品断供往往也是潜在竞争者切入供应链的时机，会加速国内企业转型升级。建议重点

关注三条主线：(1) 上游新材料产业：关注有一定基础的国内配套企业，重点包括光刻胶、湿化学品、抛光垫和抛光液、

特种气体、靶材等细分领域；(2) 中下游泛半导体产业：产品涨价和断供将推动半导体、电子相关细分领域自主发展，

包括国产存储芯片、面板等；(3) 中下游汽车零部件：国内上市公司在日韩竞争对手为主的汽车零部件细分领域的供应

也有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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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类产品中国对日韩依赖度较高 日韩在以下领域占有绝对的市场分额



市场策略：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彭博

 港股策略：年初以来，美元指数已录得2.6%的涨幅，美元兑人民

币也明显升值。疫情过后，预计全球经济的企稳将带动美元逐步

走弱，叠加全球主要央行扩表的流动性溢出效应，新兴市场权益

类资产有望得到增配。从美国市场潜在的增量资金来看，由于去

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避险情绪，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全年累计净

流入5,530亿美元，是2018年净流入的3.5倍。截至2019年底，美

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净资产已达3.63万亿美元。待全球避险情绪消

退后，美国投资者料将增加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权益类资产中，

估值有明显优势的人民币资产，特别是离岸中资股有望受青睐。

 A股策略：3月市场将进入四期叠加的环境，市场依然处于“小康

牛”的途中，预计3月将是全年绝佳的配置时机。首先是疫情在中

国境外进入蔓延期，但全球资本市场已出现较为充分的调整，美

股巨震不会进一步诱发全球系统性风险。其次是国内经济进入快

速恢复期，政策层加码，复工/复产开始加速爬坡，预计4月基本

接近正常水平。对A股市场而言，科技股将进入业绩和估值的校

准期，个股将走向分化，优质科技白马将最终胜出。对投资者而

言，A股市场将进入平和期，不会出现春节后快速“V型”反转的

态势，是逐步配置A股的良机。配置建议：(1) 受益于经济预期见

底、复工复产推动的周期板块当前具有较高的交易价值，重点关

注有色、建材、化工板块相关龙头；(2) 科技股因海外市场带来的

情绪冲击提前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考虑到有业绩支撑的科技和

医药龙头在二季度预计会重新回到上行通道，建议已重仓科技板

块的投资者不必大幅调仓，保留科技白马，调整纯主题/概念性质

的个股；(3) 从长线布局考虑，估值有充分调整的可选消费板块迎

来较好的配置期。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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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疫情过后新兴市场有望迎来增量资金
A股: 3月四期叠加 全年配置良机



内地建筑及水泥行业：复工节奏与地方政策更相关，不影响基建全年稳增

 建筑企业复工更新：各领域复工情况各异，重点项目优先复工，劳务人员到位情况较好，复工节奏或与地方政策及态

度更相关。据我们调研部分建筑企业最新的复工情况，从整体看管理人员已复工；从项目看各子领域的复工情况各异：

(1) 央企：整体复工率约为30%-40%，重点项目复工率达50%以上；人员到位率可达70%以上，复工节奏与地方政策、

态度以及物资建材保障程度更相关，近期复工率每日可提升3-4个百分点；(2) 园林：本周复工率可达80%-90%，人员

基本全部到岗，物资供应充足；(3) 装饰：员工已全面复工，项目复工率超50%，重点工程基本全面复工；(4) 设计：

基本无复工障碍，疫情可能对一季度新签产生一定影响。

 水泥企业复产更新：出货量有所提升，人员基本就位，下游情况影响产线运转，区域情况有别。据我们调研部分水泥

行业的生产情况，随着下游工程逐步复工及经销商备货增加，近期出货量有所提升，生产人员基本就位，但下游需求

仍正在恢复中，除错峰生产或检修而停产以外，部分生产线库满停产；各区域亦有所区别：(1) 华南代表企业：员工基

本到位，窑运转率在25%左右，其余产线检修或库满停产，随着出货量恢复和库存情况，开工率近期料动态变化；(2) 
华东代表企业：员工基本到位，出货有所恢复，近半数工厂复工；但因错峰或库满，产线未必全开，后续将根据库存

情况有序复产；(3) 华北代表企业：人员基本到位，大部分区域仍继续错峰，窑运转率在30%-40%左右；(4) 西北代表

企业：本地员工基本到位，需求仍未恢复，部分产线仍在错峰，库存可保障一个月左右销量。

当前返程人员出行的主要目的是回到工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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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度迁徒指数、中信证券；图中单位以2020年春节全国指数为100



内地建筑及水泥行业：复工节奏与地方政策更相关，不影响基建全年稳增

 目前来看，影响项目复工节奏的主要为地方政府、业主方的政策及态度，因人员原因导致复工推迟的较少，我们认为

大部分的施工需求或在3月中上旬开始全面启动；但一季度属于基建淡季 (约占20%)，需求滞后15-20天左右将影响一

季度约20%左右，考虑到早春和冻土等因素，区域上预计疫情对北方地区冲击相对更弱，而对南方冲击或更强；且疫

情过后后续需求将迅速释放，逆周期调节力度或将适度加强。2020年基建加码确定性强化，维持2020年基建稳增8%-
9%判断。建议关注海螺水泥 (914 HK; 600585 CH)、西部水泥 (2233 HK)，冀东水泥 (000401 CH)、华润水泥 (1313 
HK)、中国铁建 (1186 HK; 601186 CH)、中国建筑 (3311 HK; 601668 CH) 及中国中铁 (390 HK; 601390 CH)。

各省份返岗情况 (按2月25日返岗率升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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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根据Wind常住人口数据及百度迁徒指数测算；海南省计算结果一定程度上受节前旅游人数扰动



内地房地产行业：从供给侧到需求侧

资料来源：融360 、各政府、机构官网、中信证券

 稳房地产政策需要兼顾多重目标。我们认为房地产政策既需要考虑“房住不炒”的指导方针，构建长效机制，又需要考

虑资金缺口，保证土地出让金继续增长。2019 年，土地出让金增速达到11.4%。2020 年初，我们认为社会对土地出让

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各地也的确在积极出让土地。

 因城施策，政策率先作用于供给侧。疫情之初，时值春节假期，各地政策主要着力于避免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政策主

要包括允许缓缴土地出让金，允许延期开工和竣工，适当降低预售门槛等。其后，各地又采取了支持项目开复工，有序

开放售楼处等做法，我们预计当前已经有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售楼处开放，配合线上销售维持行业经营性现金流稳定。

 政策继而作用于需求侧。2 月20 日以来，地方开始出台一些需求侧的政策，主要包括放开落户条件，放宽限购条件，提

高公积金贷款可申请比例，特定人群的购房补贴等。需求侧所涉及的城市相较供给侧目前更少，但趋势上因城施策维稳

市场成为主流。

需求侧的各类稳定楼市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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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成本稳步下降。在因城施策的同时，企

业融资成本和居民购房资金成本在缓慢下降。

境内外债券市场供不应求，地产债的发行利

率不断下降，已经达到近年来较低的水平。

2020 年1 月按揭利率略有下降，预计2 月趋

势将延续。

 行业估值在历史性低位，2020 年动态股息

率高于4%的个股比比皆是，政策趋势有利

于企业经营。我们看好地产开发板块，推荐

万科A (000002 CH)，保利地产 (600048 
CH)，金地集团 (600383 CH)，招商蛇口

(001979 CH)，龙湖集团 (960 HK)，世茂房

地产 (813 HK)，融创中国 (1918 HK) 等公

司。



投资逻辑

 消费下移可选消费及服务消费。在貿易爭端背景下，今年內地5G及国产替代加
速的科技领域投资机遇。此外，雖然整体社零增速低迷，经济增速放缓，但电商
企业业务布局“下移”将有利于受益低线城市渗透率增长。我们持续看好电商企
业在国内的成长空间，特别是拥有渠道优势的标的。

 供需格局良好的水泥及基建领域。內地政府财政的支持或加大，料今年基建力度
将增强，呈现温和复苏态势。专项债额度提前下达使得基建可以更快落实形成投
资，将支持今年一季度基建推进。基建或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料今年将发挥更
多托底作用，建议关注龙头水泥股。

 年内继续降准降息有利利率敏感板块。虽然内地地产投资或存在一定压力，预计
未来房屋竣工同比增速呈现单季度逐渐回升的态势，这对于开发企业意味着结算
利润的提升，并有效对冲开发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影响。此外，预期年内继续降
准降息帮助利息敏感板块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也有利杠杆较高的内地房地产板块。

 5G及国产替代。预计2020年市场需求成长将主要集中在智能手机、高性能计算、
汽车、物联网等领域：从终端来看，受5G新机发布、换机需求拉动。在去年的
智能手机小年过后今将会是消费电子大年。从云端来看，云厂商资本支出2020年
展望相对乐观，今年大概率为数据中心硬件业绩大年。此外，在国产替代领域，
源于企业信息化、自主可控产业政策的推进以及企业向SaaS转型带来的突出的
规模效应。智能手机领域多摄渗透率将持续提升，预计手机镜头行业景气度提升。

 高息板塊。考虑到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今年即使多国政府稳增长政策刺激需求回
暖，整体通胀的上行压力依然温和。发达国家薪资的上涨压力预计随着就业市场
的放缓而降温，短期核心通胀难以回升至超过2018年的水平，在全球货币宽松背
景下，预计高分红、高股息率标的将受到投资者青睐。

中长线继续关注高息价值、可选消费及科技龙头

 舜宇光学

 腾讯控股

 阿里巴巴

 华润水泥

 中国海外

 建设银行

 广汽集团

 中国平安

 瑞声科技

 融创中国

 金碟国际

 华泰证券

 雅生活服务

 碧桂园服务

 恒大地产

 山东黄金

 中国中铁

短线交易建议* 中长线个股推荐^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短线交易建议为30天内 ^中长线推荐为6至12个月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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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精选：



短线交易建议^

每月精选：短線交易建议

流通市值 收盘价 目标价 潜在升幅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一週升幅 推荐后升幅

公司 推荐日期 行业 (亿港元) (港元) (港元) (%) 20E 21E 19-21E 20E 20E (%) (%)

瑞声科技 (2018 HK) 12/11/19 科技 327 51.05 64.54@ 26.4 17.6 15.0 0.9 2.6 2.3 (9.6) 4.6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1,071 42.50 60.52 42.4 5.2 4.3 0.3 1.6 4.1 2.0 (11.2)

金蝶国际 (268 HK) 06/01/20 科技 258 9.97 13.80 38.4 78.5 61.5 4.0 4.8 0.1 (5.8) 24.3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213 13.54 18.30 35.2 11.6 10.7 1.2 0.9 3.4 (6.5) (2.3)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44 34.90 39.80 14.0 25.8 19.8 1.0 5.8 1.4 (3.5) 22.0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375 30.40 35.80 17.8 36.1 26.4 1.4 11.6 0.7 (5.0) (2.9)

恒大地产 (3333 HK) 17/02/20 房地产 339 17.50 23.98@ 37.0 4.5 4.0 0.5 1.1 10.3 (5.7) (7.3)

山东黄金 (1787 HK) 24/02/20 矿业 67 19.00 24.47@ 28.8 21.5 20.8 1.2 1.9 1.3 (5.5) (5.5)

中国中铁 (390 HK) 02/03/20 基建 170 4.40 6.62@ 50.5 4.3 3.9 0.4 0.4 3.8 (4.3)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8/2/2020     @ 彭博综合预测

短线交易建议组合调整: 目前来看，影响项目复工节奏的主要为地方政府、业主方的政策及态度，因人员原因导致复

工推迟的较少，我们认为大部分的施工需求或在3月中上旬开始全面启动；一季度属于基建淡季 (约占20%)，需求滞

后15-20天左右将影响一季度约20%左右，考虑到早春和冻土等因素，区域上预计疫情对北方地区冲击相对更弱；且

疫情过后后续需求将迅速释放，逆周期调节力度或将适度加强。2020年基建加码确定性强化，不受国外疫情影响，

因此組合加入中国中铁 (390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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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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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声科技 (2018 HK) – 瑞声科技可望受惠于手机市场触底回升及中美贸易战缓和，公司2019年三季度各板块收入与毛

利率环比均明显改善，主要源于下游客户销量提升至产能利用率上行﹑产品结构改善及光学板块尤其高规格利润镜头

出货量提高等。随着WLG、模组等产品逐步发力，光学业务有望成为核心增长点，光学业务接力公司下一个成长点。

 融创中国 (1918 HK) –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2020 年LPR报价向下可能性较大，按揭利率

和企业资金成本都将跟随下行。疫情虽会对短期住房消费产生冲击，但也使得大城市居民对住房改善需求认识更加充

分。叠加利率下降因素，我们相信2020年房地产销售会呈现前低后高。从结构看，我们认为一二线城市会在更长时间

健康成长。融创中国土地储备规模大，且聚焦于一二线城市，尤其省会城市，将可受惠。对长期投资者而言，2020 年
最重要的变化，或许并不是融创中国持续实现较快的业绩增长，或者较好的销售表现，而是其资金成本可能出现下行，

且这种下行可能不是临时的，而是长远的。公司已经有可能跻身中高信用的公司之列。

 金碟国际 (268 HK) – 我们认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会加快中国企业的SaaS迁移，这对于金蝶等公司在中期会受益。虽

然传统的ERP可能会拖累近期收入，但这在疫情爆发之前已在预期之中，因此2020年对于金蝶仍是投资年。2019年公

司云收入保持高速增长，传统ERP业务平稳符合预期。公司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企业级市场在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领域展开合作，看好公司在云业务增长潜力与核心产品 (星空、苍穹) 在产业互联网时代的长期

发展前景。

 华泰证券 (6886 HK) – 2月14日内地证监会松绑再融资制度，资本市场改革重心有望从一级市场转向二级市场，引导长

期资金入市、完善交易制度和衍生品扩容值得期待，活跃的二级市场料将对券商业绩和估值产生更大的弹性催化。为

应对新冠疫情，中央政府各部门大力注入流动性，央行于2月17日下调MLF利率并在2月20日下调LPR报价，从基本面

上，这些政策将全年受惠券商。当前A股处于未来2~3年“小康牛”的上行趋势，肺炎疫情只会造成短期冲击，不会改

变行情趋势和主线。受益于更强的流动性和有利的政府政策 (新证券法) 以支持资本市场，我们应为在金融行业中劵商

将最受惠，首选华泰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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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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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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 公司发布2019年盈利预增，其核心净利润同比增长较我们预期的42.6%高最少4.8%。业绩超

预期很可能是受惠于内部重组和采用SaaS使行政费用下降。公司在2月21日被纳入恒生综合指数，代表雅生活在3月9
日可进入港股通交易。我们认为疫情如果持续时间不长，对行业影响将是轻微。此外，多个城市已宣布有关物业管理

公司的支持政策也是利好。公司估值相比行业龙头仍有折让，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 碧桂园服务于2月12日发布业绩预增，受惠于在管建筑面积增长和强劲的增值服务，碧桂园服

务预计2019年归属股东的净利润将同比增长50%以上。我们发现公司在过去公布的盈利预增都是较保守，在2018年上

半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的实际净利润增长分别比盈利预增下限高23.1-29.8个百分点，因此2019年业绩值得憧

憬。公司是我们行业中重点推荐之一，建议关注。

 恒大地产 (3333 HK) – 恒大集团于2月16日举行了全面实施网上销售的新闻发布会，实施仅3天，客户认购房屋47,540
套。网上销售可望部份抵销疫情影响， 公司预计为期两周的促销可售出10万套房，恒房通平台可望成为恒大业绩助推

器。公司更将于2月18日至2月29日期间启动其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楼盘优惠活动，全国在售楼盘75折售卖，可望进

一步刺激销情。早前公司与首两批战略投资者协商，一致同意将700亿元人民币股权投资增资协议中约定的实现重组上

市期限延期一年至2021年1月31日前，反映了机构投资者仍然看好恒大重组的前景。恒大2019年实现销售6,010.6亿人

民币，超额完成全年目标6,000亿，2020年恒大销售目标为6,500亿，稳健的销售增长将推动公司盈利持续提升。

 山东黄金 (1787 HK) – 近期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升温，因此对黄金的配置需求預期

上升，叠加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金价有望得到支撑。山东黄金2019年上半年黄金相关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逾99%，

为国内黄金行业最纯正标的，在金价上涨周期中估值预计提升显著。根据公司中报，预期大股东将从2020年开始逐步

将采矿权和探矿权注入公司，届时公司资源储量将增长至近1,588吨，位列世界第八。预期公司黄金产量将快速增长，

叠加金价上行周期，量价齐升将显著增厚公司的业绩。

 中国中铁 (390 HK) – 2020年基建加码确定性强化，维持2020年基建稳增8%-9%判断。基建板块之中，以去年四季度

新签合同计，中国中铁同比增长45%，表现远优于同业中铁建 (1186 HK) 及中交建 (1800 HK) 的增长29%和0.3%。加

上中铁估值较低，随后股价有望补涨，因此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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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推荐个股^

每月精选：中长期推荐个股

流通市值 收盘价 目标价 潜在升幅 市盈率 (倍) PEG (倍) 市净率 (倍) 息率 (%) 一週升幅 推荐后升幅

公司 推荐日期 行业 (亿港元) (港元) (港元) (%) 20E 21E 19-21E 20E 20E (%) (%)

舜宇光学 (2382 HK) 12/11/19 科技 812 121.20 159.00 31.2 24.7 19.4 1.0 7.5 1.1 (6.0) (4.1)

腾讯控股 (700 HK) 18/11/19 科技 22,176 386.00 480.00 24.4 28.5 23.4 1.6 6.3 0.3 (3.7) 20.6

阿里巴巴 (9988 HK)* 25/11/19 科技 24,852 200.00 235.00 17.5 26.7 18.7 1.0 4.7 0.0 (5.9) 13.6

华润水泥 (1313 HK) 02/12/19 水泥 214 9.81 11.27 14.9 8.4 8.4 - 1.5 5.9 1.9 4.7

中国海外 (688 HK) 06/01/20 房地产 1,259 26.15 34.00 30.0 5.5 4.9 0.4 0.8 4.9 (3.5) (12.7)

建设银行 (939 HK) 06/01/20 银行 5,913 6.30 7.76 23.2 5.1 4.8 0.9 0.6 6.0 (2.5) (6.3)

广汽集团 (2238 HK) 06/01/20 汽车 244 8.69 9.89@ 13.8 8.2 7.3 0.5 0.9 4.2 (6.6) (11.8)

中国平安 (2318 HK) 06/01/20 保险 4,903 86.65 101.00 16.6 9.1 8.1 1.5 1.8 3.0 (4.8) (8.2)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8/2/2020     *年化 @彭博综合预测

 舜宇光学 (2382 HK) – 公司手机镜头1月出货同比增长33.2%，主要源于公司手机镜头市场份额的上升。随着三星、小
米及华为的旗舰手机相继推出，多摄像头手机趋势仍在继续，包括较小的前置摄像头、3-4个后置摄像头、更大的
CMOS感测组件、更多的7P镜头、以及更高的光学变焦倍数。跟据市场调研机构Strategy Analytics2月21日的预测，
2020年5G手机销量将突破1.99亿，增长超过十倍。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关供应链中断或将为舜宇光学带来下
行风险，但在5G换机潮带动下，预期公司2020年业绩仍然有稳健增长。

 腾讯控股 (700 HK) – 疫情为春节期间娱乐消费带来结构变化，游戏行业流量获得大幅提升，对比去年春节，流水普
遍有较高增长。展望今年，公司网络游戏、金融及企业业务有望保持稳健增长。2月10日，2020年新一批国产游戏版
号已下发，共有53款游戏获批，其中包活腾讯的《螺旋风暴》。此外，业绩也受益于宏观经济企稳、短视频带来的流
量冲击边际减弱、在线视频政策监管回归常态等。同时在线广告业务表现亦有望边际改善，全年整体业绩确定性较为
理想。考虑到国内在线广告市场边际改善可能以及公司在小程序领域的积极进展，建议关注。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中长线推荐为6至12个月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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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中长线推荐为6至12个月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1至5级

每月精选：中长期推荐个股

 阿里巴巴 (9988 HK) – 疫情期间，民众为了降低被感染风险，会减少去线下实体店购物频次，转向线上购物，因此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电商渗透率。中期看，电商企业业务布局“下移”将有利于受益低线城市渗透率增长，特别是拥
有渠道优势的标的。阿里巴巴具备持续成长能力，2020财年三季度 (截至12月) 业绩高于预期，浄利润同比增长56%。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公司预期四财季中国零售业的总交易量和收入可能会出现下降，但另一方面疫情却加速用户对数
字生活及办公的采用而抵消部份影响，因此仍建议关注。

 华润水泥 (1313 HK) – 据我们调研部分水泥行业的生产情况，随着下游工程逐步复工及经销商备货增加，近期出货量
有所提升，生产人员基本就位，我们认为大部分的施工需求或在3月中上旬开始全面启动。一季度属于基建淡季 (约占
全年20%)，需求滞后15-20天左右将影响一季度约20%左右，且疫情过后后续需求将迅速释放，逆周期调节力度或将
适度加强。华南龙头华润水泥将受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西需求可能超预期，2020年息率逾5.5%，受惠于降息周期。

 中国海外 (688 HK) – 展望2020年，我们预计新增按揭利率随LPR将稳中有降，房地产政策的目标从当前来看则以托底
需求为主。相对大型同行，中国海外盈利能力更高﹑合同销售业绩优异，去年累计合约物业销售同比增长25%；而杠
杆和融资成本则较低﹑运营指标及财务状况亦较健康。公司2020年息率逾4.7%，将受惠于降息周期。

 建设银行 (939 HK) – 近期央行多次表态，暗示降低存款成本概率增加，如果存款成本降低，有利于应对LPR下降对息
差的压力，修复板块悲观情绪。虽然内地LPR改革及利率下调可能使银行净息差收窄，但降准及资金流入高息投资的
偏好将短线利好内地银行板块。在四大行之中，建设银行2019年三季度表现较好，净息差环比有所扩阔，手续费收入
回升，资本质素亦较强。公司现时估值处于历史低点，2020年息率近6% ，防守性较强。

 广汽集团 (2238 HK) – 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
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同时，2月17日零时起全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
结合消费者更倾向私家车出行避免交叉感染，预计购车需求从3月开始有望逐渐恢复，甚至在二季度可能存在需求集中
爆发的可能，行业预期明确触底。當中广汽集团估值处于历史平均之下，2020年息率逾4% ，提供安全边际。

 中国平安 (2318 HK) – 2月6日银保监发布《普通型人身保险精算规定》，当中主要变动包括保障型产品降低了首数年
的现金价值，银保监表示退保少付意味着保险公司有一定的降价空间，降价幅度为3-5%，但利润率则不受到影响。提
早退保的投保人将蒙受更大的损失，因此鼓励保单持有人长期持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新规同时大幅调降了第三年
之后年度的费用率上限，有望保持保单价值率的稳定，专注保障业务的中国平安将会受惠 。

15



分析师声明

主要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i) 本研究报告所表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上述每位分析师个人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看法； (ii) 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
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评级说明

其他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制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球的附属机构、分支机构及联营机构，统称为“中信证券”。

法律主体声明

香港特区：本研究报告在香港由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称“中信证券经纪”，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监管，中央编号：AAE879) 分发。

新加坡：本研究报告在新加坡由 CLSA Singapore Pte Limited (下称“CLSA Singapore”) 分发，并仅向新加坡《证券及期货法》s.4A (1) 定义下的“机构投资者、认可投资者及专业投资者”提供。上述任何投资者如希望交流本报告或就
本报告所评论的任何证券进行交易应与 CLSA Singapore 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牌代表进行交流或通过后者进行交易。如您属于“认可投资者或专业投资者”，请注意, CLSA Singapore 与您的交易将豁免于新加坡《财务顾问法》的某
些特定要求：(1) 适用《财务顾问规例》第33条中的豁免，即豁免遵守《财务顾问法》第25条关于向客户披露产品信息的规定；(2) 适用《财务顾问规例》第34条中的豁免，即豁免遵守《财务顾问法》第27条关于推荐建议的规定；以及
(3) 适用《财务顾问规例》第35条中的豁免，即豁免遵守《财务顾问法》第36条关于披露特定证券利益的规定。

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香港特区：对于本研究报告所评论的证券及金融工具，中信证券经纪及其每一间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自营交易或代理经纪业务的集团公司，(i) 有需要披露的财务权益；(ii) 在过去的12个月内就投资银行服务曾收到任何补偿或委托；(iii) 
有雇员担任高级人员；(iv) 未进行做市活动。

新加坡：监管法规或交易规则要求对研究报告涉及的实际、潜在或预期的利益冲突进行必要的披露。须予披露的利益冲突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特定报告中获得，详细内容请查看 https://www.clsa.com/disclosures/。该等披露内容
仅涵盖 CLSA group，CLSA Americas及 CA Taiwan的情况，不反映中信证券、Credit Agricole 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 及/或其各自附属机构的情况。如投资者浏览上述网址时遇到任何困难或需要过往日期的披露信息，请联系
compliance_hk@clsa.com. 

美国：本研究报告由中信证券编制。本研究报告在美国由中信证券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USA，LLC (下称“CSI-USA”) 除外) 和 CLSA group of companies (CLSA Americas，LLC (下称 “CLSA Americas”) 除外) 仅向符合美
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15a-6规则定义且分别与 CSI-USA和 CLSA Americas 进行交易的“主要美国机构投资者”分发。对身在美国的任何人士发送本研究报告将不被视为对本报告中所评论的证券进行交易的建议或对本报告中所载任
何观点的背书。任何从中信证券与 CLSA group of companies 获得本研究报告的接收者如果希望在美国交易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应当分别联系 CSI-USA 和 CLSA Americas。

英国：本段“英国”声明受英国法律监管并依据英国法律解释。本研究报告在英国须被归为营销文件，它不按《英国金融行为管理手册》所界定、旨在提升投资研究报告独立性的法律要件而撰写，亦不受任何禁止在投资研究报告发布前
进行交易的限制。本研究报告在欧盟由 CLSA (UK) 发布，该公司由金融行为管理局授权并接受其管理。本研究报告针对《2000 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2005 年 (金融推介) 令》第19条所界定的在投资方面具有专业经验的人士，且涉及到的
任何投资活动仅针对此类人士。若您不具备投资的专业经验，请勿依赖本研究报告的内容。

一般性声明

本研究报告对于收件人而言属高度机密，只有收件人才能使用。本研究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该研究报告发送、发布的人员。本研究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出售任何证券或金融
工具的要约，或者证券或金融工具交易的要约邀请。中信证券并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中信证券的客户。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及建议并未考虑个别客户的特殊状况、目标或需要，不应被视为对特定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工具
的建议或策略。对于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分析，本报告的收件人须保持自身的独立判断。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被认为是可靠的，但中信证券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中信证券并不对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材料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提及的任何证券均可能含有重大的风险，
可能不易变卖以及不适用所有投资者。本报告所提及的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益可能会受汇率影响而波动。过往的业绩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观点及预测均反映了中信证券在最初发布该报告日期当日分析师的判断，可以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做出更改，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中信证券其它业务部门、单位或附属机构在
制作类似的其他材料时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中信证券并不承担提示本报告的收件人注意该等材料的责任。中信证券通过信息隔离墙控制中信证券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信息向中信证券其他领域、单位、集团及其他附属机构的流
动。负责撰写本报告的分析师的薪酬由研究部门管理层和中信证券高级管理层全权决定。分析师的薪酬不是基于中信证券投资银行收入而定，但是，分析师的薪酬可能与投行整体收入有关，其中包括投资银行、销售与交易业务。

若中信证券以外的金融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金融机构为此发送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该机构的客户应联系该机构以交易本报告中提及的证券或要求获悉更详细信息。本报告不构成中信证券向发送本报告金融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中信证券以及中信证券的各个高级职员、董事和员工亦不为 (前述金融机构之客户) 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载明的内容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未经中信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目的复制、发送或销售本报告。
中信证券2020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

发布日后6到12个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以报告发布日后的6到12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

行业指数）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

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500指

数为基准。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20%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5%～20%之间

持有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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