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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内 经 济 运 行 有 望 回 到 合 理 区 间  

 中国一季度 GDP 增速预测为下跌 5%左右。3 月 27 日政治局会议明确了政策方向，预计未来会出台一揽子宏

观应对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速快速反弹。粗略汇总，预计 “赤字+特别国债+专项债+减税降费” 财政发力的总规

模会超过 10 万亿。我们认为，年内经济运行有望回到合理区间，下半年反弹的程度取决于一揽子宏观政策的

力度和海外疫情能否在二季度好转。我们分析了两种情形，基准情形下，国内逆周期政策陆续出台，复工复

产继续推进，下半年经济运行回到合理区间，增速略高于 6%，全年增速预计为 3.5%左右。另外一种情形

是，海外疫情在二季度出现好转，下半年全球补库存带动出口大幅回升，叠加国内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力度

较大，促进消费大幅回补和投资大幅增长，下半年国内经济增速反弹可能会超出预期，全年增速有可能上升

至 5%-5.5%。 

 特朗普签署法案 2 万亿救市计划正式启动；特朗普动用《国防生产法》指令 GM 制造呼吸机；密歇根大学 3
月美国消费信心指数终值跌至 3 年新低的 89.1；中国首两月工业企业利润大跌 38%；中国政治局:适当提高财

政赤字率 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中国国税总局:实施减税优惠 鼓励主动减租；中国国家电影局叫停戏院复业；

中国内地银行对疫情防控企业信贷逾 2 万亿人民币；华为今年拟斥 2 亿美元推动鲲鹏计算产业。 

 
 
 
 
 
 
 
 
 
 
 
 
 
 
 
 

 

股 票  
上周五 A 股跟随隔晚外围高开，

其后中国公布工业企业利润大跌，

拖累沪指冲高回落，2,800 点关口

得而复失。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新

冠肺炎，欧洲股市显著下跌。3 月

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跌

至 3 年新低，美股结束连续三日的

升势，道指下挫 915 点。 

外 汇 / 商 品  
全球多个国家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措

施刺激经济，低息环境支持金价上

扬，上周累计涨幅 9.5%。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爆发，加上沙地及俄罗斯

增产，有外电报道个别石油产品价

格更转至负数，上周五国际油价大

跌，连续第 5 周呈现下滑。 

固 定 收 益  
美债收益率周五下跌，因市场避险

情绪仍然浓厚。虽然美国国会通过

2 万亿美元刺激法案，但美国超过

中国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

家，投资者仍然寻求买入优质资产

避险。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至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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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新冠肺炎，加上欧盟领袖未能就大规模刺激经济政策达成一致意见，预期要多两周时间

才能制定具体方案，上周五欧洲股市显著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报 5,510 点，跌 5.25%或

305 点；德国 DAX 指数收报 9,632 点，跌 3.68%或 368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报 4,351 点，跌 4.23%或

192 点。 

 美国成为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最多的国家，加上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3 月份报 89.1 跌至 3 年新低，逊于

市场预期的 90，亦是近 50 年来第 4 大单月跌幅，打击市场气氛，虽然盘尾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规模 2
万亿美元的救市措施，道指曾收窄跌幅至 224 点，但最后半小时再度受压，美股结束连续三日的升势。截至

收盘，道指挫 915 点或 4.06%，报 21,636 点；标指回落 3.37%，收报 2,541 点；纳指都跌 3.79%，收报

7,502 点。累计全周，道指仍反弹 12.8%，为 1938 年以来最大单周升幅；标指及纳指分别涨 10.3%和

9.1%。道指成分股方面，波音 (BA US) 结束连升 4 天的走势，跌 10.27%，是跌幅最大道指成分股。标指

11 个板块中 10 个下跌，公用事业指数持续走强，逆市升 0.52%；国际油价再度受压，纽约期油下跌

4.82%，能源指数跌幅居前，跌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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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36.8  (4.1)  日经 225  19,389.4  3.9 

标普 500  2,541.5  (3.4)  标普/澳证 200  4,842.4  (5.3) 

纳斯达克  7,502.4  (3.8)  韩国 KOSPI  1,717.7  1.9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73,428.8  (5.5)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8,660.3  0.2 

欧元区斯托克 50  2,728.7  (4.2)  台湾台股指数  9,698.9  (0.4) 

英国富时 100  5,510.3  (5.3)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综合  4,545.6  4.8 

法国 CAC 40  4,351.5  (4.2)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343.1  1.1 

德国 DAX 30  9,632.5  (3.7)  新加坡富时海峡  2,528.8  1.7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955.3  (6.1)  越南证交所指数  696.1  0.3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联合航空 (UAL US): 联合航空表示 9 月 30 日前不会推出员工暂时休假或减薪安排。不过集团认为，即

使美国政府通过援助航空业的措施，但只要行业复苏力度未如预期，未来仍可能再裁员。 
 

 嘉年華 (CCL US): 报道指邮轮集团嘉年华计划筹集最多 70 亿美元，以应对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业务陷

于停顿的挑战。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嘉年华希望以发行股份及债务工具的混合方式筹集资金，不过，消息人士表

示，整个融资安排仍未落实，公司正寻求摩根大通 (JPM US) 等债权银行协助，以完成上述划。嘉年华与摩通拒评上

述消息。 
 

 Zoom (ZM US): 作为全球领先的的云视频会议厂商，Zoom 产品技术、易用性、互操作性等优势突出，

并多年稳居 Gartner 在线视频会议市场领导者象限。中期来看，公司有望持续受益于每客户平均收入 (ARPU) 提升、

新客户群增长、海外市场拓展等，本次疫情亦将加快 Zoom 产品在企业市场渗透。目前公司估值对应 2021 财年 (截
至 1 月) 市销率为 47 倍，显著高于当前美股 SaaS 行业平均水平 (8 倍)，以及高成长类 SaaS 公司 (20 倍)，反应市

场对公司高成长性、良好运营利润率、突出市场竞争优势等认可。中期来看，营收增速毫无疑问是影响公司估值水平

的首要因素，亦是后续持续跟踪观察的最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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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续憧憬华府救市，周四美股连续第三日回升，不过上周五港股上升乏力，未能重上 24,000 点关口。上周

五恒指高开高走，早盘曾涨 438 点至 23,791 点，创 3 月 13 日以来新高，但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恒指报

23,484 点，升 131 点 (+0.6%)，大市个股上升比例约 6 成，大市成交 1,224 亿港元。总结上周，恒指全周反

弹 679 点 (+3%)。大盘蓝筹个别发展，其中友邦 (1299 HK) 涨 1.7%；蒙牛 (2319 HK) 跌 3.2%。消息指美

限制全球向华为供应芯片，内地硬件股受压。广东上周五实施隔离令，市场担心打击澳门博彩业，拖累相关

板块逆市下跌。美国成为全球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最多的国家，市场忧虑疫情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上周五欧美股市大跌。夜市期指收报 23,082 点，较周五恒指收盘低水 402 点；ADR 港股比例指数报 22,951
点，较香港收盘低 532 点。疫情仍继续在全球大幅扩散，未来疫情发展仍是影响大市走势的主要变量。上周

港股跟随美股反弹，预期外地股市仍会继续左右港股表现。市场担心疫情冲击经济仍困扰市场情绪，后续恒

指仍会呈大幅震荡态势，技术上恒指短线支持在 21,000 点。疫情在内地有所缓解，预期内地将陆续推出更多

基建政策刺激经济，可择时关注基建相关板块；此外，投资者可阶段性逢低配置内地科技、可选消费中的电

商、5G 及高息价值龙头作中长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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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源 1.7  日常消费品 (0.4) 

公用事业 1.7  信息技术 (0.3) 

房地产 1.5  医疗保健 (0.2) 

金融 1.3  通信服务 0.1 

工业 1.2  原材料 0.3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长江生命科技 (775 HK) 35.9  港桥金融 (2323 HK) (23.7) 

海天地悦旅 (1832 HK) 32.9  北京建设 (925 HK) (23.5) 

高伟电子 (1415 HK) 32.5  成都普天电缆 (1202 HK) (20.0) 

勇利投资 (1145 HK) 32.2  瑞港建设 (6816 HK) (16.0) 

长江生命科技 (775 HK) 35.9  Perfectech (765 HK)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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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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要 闻  
 佳兆业美好 (2168 HK; 25.65 港元; 目标价: 35.5 港元) 母公司支持。2019 年公司核心净利润同比增长

58.3%，超出我们预期 9％，主要是运营支出和社区增值服务毛利率带动。其母公司 — 佳兆业集团 (1638 HK) — 
自 2019 年起销售重拾势头，再加上净负债率和土地储备改善，此对公司的规模上的支持和咨询业务方面也利好。虽

然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但管理层仍 2020-22 年的目标仍相当积极，这可能是由于其稳健的现金状况和有母公司的支

持。目标价从 27.1 港元上调至 35.5 港元。公司估值似乎不高，重申建议关注。 
 

 华润水泥 (1313 HK; 8.79 港元; 目标价: 11.27 港元) 良好稳定性。华润水泥 2019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8.1%至 86.18 亿港元，较里我们及市场预期高 3.2%及 6.3%。这归因于福建和云南的运营改善、带动联营公司业绩好

于预期。水泥和熟料吨毛利受去年 4 季度支撑 (185 港元/吨)，2019 年吨毛利同比持平 (162 港元/吨)，符合预期。由

于煤炭价格下跌，单位生产成本同比下降 3.6%至 211 港元/吨。期间销量同比微升 0.5%至 870 吨。公司建议派发末

期股息 0.335 港元/股，相等于全年派息比率 48%。与 2018 年的净债务状况相比，公司 2019 年拥有净现金 49 亿港

元。目标价 11.27 港元，建议关注。 
 

 腾讯 (700 HK; 382.4 港元; 目标价: 480 港元) 疲情爆发期间手机游戏和社交广告可保持强劲增长。移

动游戏得益于 Covid-19 爆发，每日活跃用户、付费比例和支出都有所增加。腾讯游戏在中国的付费比例提升及在国

际市场份额仍有上升空间。在技术和算法升级后，公司广告业务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此外，公司在医疗保健广告和移

动广告网络也增加了市场份额。付款在 2 月份大幅下降之后有所回升，公司从交易额所得的收入比例继续上升。公司

还在培养用户采用其高利润和高增长的金融服务，我们重申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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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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市 场  

 上周五 A 股跟随隔晚外围高开，其后中国公布 1 至 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大跌 38.3%，拖累沪指冲高

回落，2,800 点关口得而复失。截至收盘，沪指报 2,772.20 点，上涨 0.26%；深证成指报 10,109.91 点，下

跌 0.45%；创业板指报 1,903.88 点，下跌 1.21%。两市成交合计缩减至 6,339 亿元人民币，北向资金净流入

34 亿元人民币。累计全周，沪指累计升 0.97%，终止连跌两个星期。盘面上，水利部表示国家确定的 172 项

重大水利工程现已开工 142 项，在建规模已超过 1 万亿元，水利板块造好，葛洲坝 (600068 CH) 涨
6.78%。服装家纺掀涨停潮，贵人鸟 (603555 CH) 及拉夏贝尔 (603157 CH) 涨停。 

 近期全球流动性拐点信号已经出现，同时预计各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将防止全球经济衰退演化成全球经济危

机，随着欧美主要国家不断升级的疫情防控措施见效，基准假设下，预计全球疫情的高峰在 4 月中旬出现，

届时全球资金的再配置将开启。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活动率先恢复，对外经济敞口相对有限，内需驱

动占主导，而预计海外市场 (尤其是美股) 在近期反弹后将缓慢下跌以反映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中国的股票

和利率债相对海外发达国家资产具备更强的吸引力，是全球资金再配置过程中的首选。预计 4 月流动性边际

转暖、外资恢复流入叠加产业资本入市是底部最重要的支撑力，4 月中旬一揽子政策刺激推出将形成催化，A
股市场将迎来底部拐点，开启二季度的上涨。配置上，新旧基建及相关科技龙头 (5G、云计算、IDC 等) 依
旧是全年主线。此外，重点关注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低、上游供应链/原材料不依赖于进口、全年业绩确定性较

强的内需驱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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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地产 1.2  通信服务 (1.4) 

日常消费品 0.9  信息技术 (1.1) 

工业 0.6  医疗保健 (0.5) 

公用事业 0.5  能源 (0.1)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0.4  原材料 0.2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名家汇 (300506 CH) 10.1  神州数码 (000034 CH) (10.0) 

中鼎股份 (000887 CH) 10.1  协鑫集成 (002506 CH) (10.0) 

拉夏贝尔 (603157 CH) 10.0  中嘉博创 (000889 CH) (10.0) 

杭州解百 (600814 CH) 10.0  奥特佳 (002239 CH) (9.0) 

国恩股份 (002768 CH) 10.0  卫宁健康 (300253 CH)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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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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要 闻  
 汽车行业 - 鼓励汽车消费政策将由点及面。疫情对经济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考虑到汽车产业链的重

要性，近期广东、浙江纷纷出台了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预计汽车消费政策将从重点城市开始，由点及面，大范围落

地。我们估计在保守和乐观情形下，政策将带来新增汽车消费金额约 3,906-8,024 亿元，是 2019 年汽车零售额的

9.9%-20.4%。综合考虑边际增量主要是来自家庭首次购车 (一线自主品牌)、限购城市放开额度 (豪华品牌)，建议关

注长安汽车 (000625 CH)、上汽集团 (600104 CH)、广汇汽车 (600297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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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五国际金价下跌，纽约 4 月期金收盘跌 1.6%至 1,625 美元/盎司。全球多个国家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措施

刺激经济，低息环境支持金价上扬，上周累计涨幅 9.5%。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仍未明朗，金市料

继续反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加上沙地及俄罗斯增产，外电指沙地称未与俄有任何接触，也没有就达成一项平衡

石油市场的联合协议进行任何讨论。此外，也有外电报道个别石油产品价格更转至负数，即是生产商倒贴才

能出售产品。上周五国际油价大跌。连续第 5 周呈现下滑。纽约 5 月期油收盘跌 4.8%至 21.51 美元/桶，上

周累计下跌 5%；伦敦布兰特 5 月期油收盘跌 5.4%至 24.93 美元/桶，上周累计跌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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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7 (1.0) (4.3) 2.1 103.61 94.02 96.00 (2.4) 

美元兑人民币^ 7.096 (0.3) 0.0 (1.9) 7.143 6.887 6.95 2.1 

美元兑日圆 107.94 1.5 2.8 0.6 112.68 102.70 107.00 0.9 

欧元兑美元 1.114 1.0 4.2 (0.6) 1.149 1.064 1.13 1.4 

英镑兑美元 1.246 2.1 7.1 (6.0) 1.343 1.127 1.32 5.9 

澳元兑美元 0.617 1.7 6.6 (12.1) 0.685 0.559 0.67 8.6 

纽约期金 1,625.0 (1.6) 9.5 6.7 1,737.6 1,452.4 1,554.00 (4.4) 

纽约期油 21.5 (4.8) (4.1) (64.8) 49.6 13.3 40.00 86.0 

彭博商品指数 62.7 (1.0) 2.6 (22.5) 74.9 57.2 NA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2020 年彭博综合预测         ^在岸人民币汇价 

 

固 定 收 益  

 债市新闻：美债收益率周五下跌，因市场避险情绪仍然浓厚。虽然美国国会通过 2 万亿美元刺激法案，但美

国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投资者仍然寻求买入优质资产避险。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至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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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2 0.00 3.02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24 (5.09) (132.73)  美国投资级指数 461.77 1.31 (3.58)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09.16 0.50 0.73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0.67 (17.01) (124.29)  美国高收益指数 584.21 1.17 (14.69)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92.01 1.58 (6.89)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26 (16.75) (112.61)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90.32 0.17 5.19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313.66 1.62 (6.04)  10-2年 

美债利差 0.43 (11.92) 8.44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25.44 (0.52) (14.46)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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