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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 但多为临时性失业

 美国2020年3月新增非农就业下降70.1万人，降幅超市场预期。当月失业人数为714万，失业率上升至4.4%。但这一数
据的参考周为3月8日至14日，尚未完全反映3月13日以后美国执行停摆措施后的大幅新增失业人口。

 3 月除信息业失业率下降外，其他行业均有上升，其中休闲酒店、运输公用、建筑业等失业率上升最快，分别上升2.4、
1.6、1.4个百份点。酒店交通等行业失业率承压也反映了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相对更强。预计这些行业在4月失业率将
进一步上升。

 3 月美国失业人数大幅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永久性失业人数涨幅较小，而临时性失业人数涨幅高达108%。此
次疫情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就比例来看，3 月有59%为临时性失业，而在2008-09年，这一比例仅有20%。此次疫
情是迫使部分企业停工停产从而导致失业人数激增，若后续疫情控制得当，复工复产潮尽快开启，临时失业人数和失
业率也有望降低。

 展望未来，在社会隔离政策至少执行到4月底的情况下，我们判断4月失业人数会持续增加，至月底实际失业率或将达
到15%左右。我们甚至不排除疫情若超预期持续蔓延，部分临时性失业将转化为永久性失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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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美国3月新增失业人数 美国各行业失业率

(%)
(千人) (千人)



内地宏观：5月或将迎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高峰

 受到政策方面减税、缓税以及疫情对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冲击带来税基的收缩，2020年3月內地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继
续大幅收缩。目前受到前期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安排的限制，4月债券发行节奏显著放缓，财政部公布近期将继续下
达1万亿专项债额度，预计5月将迎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高峰。同时财政逆周期力度逐步加码也将带动二季度投资增速
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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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减税叠加收入回落导致公共财政收支大幅收缩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导致税收收入下降显著

3 月减税叠加收入回落导致公共财政收支大幅收缩 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本月转正，预计改善将持续



内地宏观：5月或将迎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高峰

 2020年3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较1-2月收缩，提前下达的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基本用完，等待新一批下发额度，预
计5月将迎来债券发行高峰。根据财政部统计，3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875亿元。4月前三周专项债和一般债受到
新增额度有限的影响发行速度显著放缓。根据财政部网站的消息，昨天财政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近期拟
再提前下达1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目前，财政部正指导各地尽快将专项债券额度对应到具体项目，组织做
好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同时我们预计一般债也同样继续下发部分额度，总体来看预计在5月迎来
二季度首个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高峰，预计货币政策也会通过降准等方式积极配合提供流动性支持。从债券的发行用途
来看，截至4月15日，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11,607亿元，按照财政部公布用途，各地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全部用
于铁路、轨道交通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农林水利﹑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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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中信证券
*其他基础设施主要包含：产业、工业园区、城乡基础设施等项目

专项债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基建 财政要积极响应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六保”要求，加强
对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财力支持，财政
紧平衡的态势将贯穿全年。4月17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在
重申“六稳”之余强调“六保”。而财政主要从保民生、
保工资、保运转等方面配合“六稳”要求。政治局会议
同样强调政策将以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关键的点包括：
(1) 提高赤字率；(2)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3) 增加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预计赤字率会进一步提高至3.5%，发行
特别国债规模0.5-1万亿，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至少
为3.5万亿左右。预计在预算赤字的支持下，全年公共
财政支出能够继续扩张趋势，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大力
度发行也将进一步带动政府性基金收入高增。财政紧平
衡的态势料将贯穿全年。



市场策略：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彭博

 港股策略：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股市大幅调整背景下，有些

公司短期盈利受损严重，估值也受到拖累，但冲击并不能改变优

质公司未来持续盈利的能力。从过往表现看，消费和科技无疑是

中国内生增长最好的行业，疫情对消费板块冲击严重，细分行业

间差异来自基本面确定性的差别，可选消费中的家电、纺织服装、

汽车零部件受到的冲击相对必选消费更严重，需求恢复后的盈利

弹性更大；科技领域，从目前估值调整情况看，半导体、通信等

基本抹去之前的估值提升，但并未被足够低估，配置上，我们偏

好确定性更好的互联网、电商；最后，我们探讨一类可能被市场

忽视公司，化工龙头和因为疫情大幅调整的 (廉价) 航空，在疫

情后的旅游出行复苏后可重点关注。

 A股策略：当前宽裕的流动性仍处于寻找出口阶段，市场下行风

险有限，底部区域明确，历史上10年期中国国债利率处于当前底

部区域时，对应未来6个月沪深300涨跌幅平均达到10.4%。尽管

流动性环境宽裕，面对近期原油期货、基本面和国内政策预期的

扰动，投资者暂时处于长期看好和短期入场时点选择的犹豫期。

但我们认为随着短期扰动因素消化，外资增配、经济恢复、政策

积极的三个共识会重新凝聚。4月，长线产业资本已率先出现积

极变化，外资预计也将随着中国相对经济强度的体现加速流入权

益市场，国内各类资金预计也将接力，宽裕的宏观流动性最终会

加速映射到股票市场。近期短暂扰动过后，预计二季度全球资金

的再配置、产业资本入场以及国内经济恢复共同驱动的慢涨行情

将延续，建议逐步布局前期受疫情压制的优质滞涨板块，包括餐

饮、免税、百购、白酒、医药CRO、汽车零部件、厨电、消费

电子、房地产开发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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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短期盈利受损的优秀公司；
A股: 共识重新凝聚 慢涨行情延续



国际油价专题：二季度油价有望启动中长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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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带来的需求锐减是油价重回底部的根本原因。2月下旬起，海外国家疫情相继爆发，我们预计3-5月全球原油需求
同比下降20%以上，短期内需求大幅锐减是国际油价重回底部的根本原因。3月6日OPEC+减产谈判破裂成为油价大幅
下跌的导火索，3月9日油价最大跌幅超30%，随后油价持续处于底部，4月初OPEC+减产谈判曾短期提振市场情绪，
但减产协议5月方可执行，且短期内仍不足以对冲需求缺口，油价在小幅回升后又回到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2020年以来油价走势及主要驱动因素

(美元/桶) (美元)



国际油价专题：二季度油价有望启动中长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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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疫情下，预计二季度、全年需求同比削
减1,900、770万桶/天。我们测算2月国内疫
情高峰期原油需求同比减少20%~25%，中
枢约合330万桶/天。我们认为海外疫情的严
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恢复周期均超过国内，
假设海外国家4-5月陆续达到疫情高峰，6月
起需求逐步恢复，我们预测二季度、2020
全年全球原油需求同比-1900、-770万桶/天，
其中国内、海外需求缩减分别集中于一、二
季度。

资料来源：Oil price、EIA、中信证券

2020年国内原油需求同比变动预测

(百万桶/天)

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同比变动预测2018-19年全球主要产油国完全成本

(完全成本；美元/桶)

(产量：百万桶/天)

(百万桶/天)



国际油价专题：二季度油价有望启动中长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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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海外国家4-5月陆续达到疫情高峰。5-6月需求进入
恢复周期，供应端中性假设下：3-4月需求锐减导致原
油高速累库，短期油价承压，2005合约的成本支撑逻辑
已全部失效；5月产油国减产部分对冲累库压力，6月油
市有望基本达到供需平衡，6月油价中枢有望回升至40
美元/桶的成本支撑区间。下半年若减产情况较好，需
求不断改善将推动全球大幅去库，油价有望持续回升，
布油中枢年底将可能回升至50美元/桶上方。

资料来源：IMF (含预测)、中信证券

2018-2020 年OPEC+产油国财政收支平衡油价

中性供需假设下2020年原油供需平衡及油价走势预测

(美元/桶)

(万桶/天) (美元/桶)
(右)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近30 年来的7次油价暴跌的驱动因素及下跌期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EIA、IEA、OPEC、中信证券



国际油价专题：二季度油价有望启动中长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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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IA、IEA、OPEC、中信证券

近30 年来的7 次油价暴跌后，油价回升驱动因素及回升期市场表现测



内地黄金行业：金价处于坚定上涨中期

 回顾2008年，实际利率下行的金融属性驱动金价到达历史高位。目
前时点，长周期金价突破历史新高所具备的条件是预计疫情开启的
两年左右的经济增速下行周期和债务风险积累冲击美元信用体系，
黄金的财富效应和货币效应凸显，预计2020/21年突破1,850/2,300 
美元/盎司。

 3 月份以来，各国政府与央行纷纷加大货币与财政刺激，市场流动性
危机得以缓解，叠加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金价冲高并重返1,700
美元前期高位。对比2008年金价走势，2020年的金价在3月低点之
后出现了类似的上涨，并且速度更快。并且全球央行和政府迅速反
应，政策力度与速度均超2008年，若按2008年金价走势和目前流动
性宽松的力度和节奏，预计2020年金价仍有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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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中信证券 注：N 为2008年11月和2020 年3 月黄金价格的最低点，
2008年黄金+1代表变动4个交易日，2020年黄金+1代表变动一个交易日

2008年与2020年黄金走势对比

黄金价格与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走势一致

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

资料来源：各国政府、中信证券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内地黄金行业：金价处于坚定上涨中期

 总体而言，金价上涨前期，小市值股票更具弹性；金价上涨中期，龙头标的更具空间；金价上涨末期，低估值公司迎
来补涨。对比2008年金价走势与宏观政策，目前处于坚定上涨中期。自3月中旬以来在美联储无限量宽带来的流动性
紧张缓解和油价阶段性反弹带来的通缩预期走弱下，金价迅速反弹，如今预计整体处于金价第二轮坚定上涨的前期，
随着经济衰退可能引发的债务危机显现，同时为恢复经济而实行的第二轮量宽开始实施，预计黄金仍有2年的上行趋势。

 从资金规模、估值角度、成长性和盈利弹性的角度出发，结合金价所处阶段，不同的投资者适用不同类型的投资标的：
一) 黄金公司的核心配置选择规模优势明显、黄金成本行业领先且具备资产注入预期的龙头标的山东黄金 (1787 HK；
600547 CH)，预计中期涨幅居前；二) 长期资金配置可选择业务多元且稳定、目前估值较低、后期有望补涨且抗跌的
标的湖南黄金 (002155 CH)；三) 进取型投资者可选择更具盈利弹性和成长性规模标的，如收购海外Sepon铜金矿转产
黄金的赤峰黄金 (600988 CH) 和辽上金矿高确定性扩产的恒邦股份 (002237 CH)，远期皆有成为10 吨黄金产量的中
型金矿公司的潜力，未来涨幅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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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黄金公司的投资矩阵

资料来源： Wind、中信证券 注：圆圈大小代表公司市值，市值截至2020年4月17日



短线交易建议^

每周精选：短線交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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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后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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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816 32.40 66.00 103.7 4.3 3.5 0.2 1.2 5.1 (5.7) (32.3)

金蝶国际 (268 HK) 06/01/20 科技 301 11.60 13.10 12.9 - 88.5 NA 5.6 0.1 3.0 44.6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197 12.50 18.30 46.4 10.7 9.7 1.1 0.8 3.4 (2.5) (9.8)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58 38.25 41.00 7.2 27.1 20.9 1.1 6.3 1.5 (2.7) 33.7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441 35.55 36.60 3.0 40.1 29.4 1.6 12.2 0.6 5.6 13.6

山东黄金 (1787 HK) 24/02/20 矿业 80 22.80 24.82@ 8.9 23.9 21.8 1.0 2.5 1.1 6.5 13.4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4/4/2020     @ 彭博综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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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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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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去年净利润260亿元人民
币创历史新高，同比大增57%。虽然基数已经很高，但公司在2016-19年的合约销售复合增长率仍达55%。虽然内地宽
松货币政策将缓解其现金流压力，但公司仍将销售增长作优先考虑。我们预计2020年公司合同销售将同比增长20%至
6,670亿元人民币，会取代万科 (2202 HK) 成为中国第三大开发商。

 金碟国际 (268 HK) – 在2019年云计算业务收入强劲增长54.7%后，金碟为推进企业SaaS迁移，暂停金蝶K3和金蝶KIS
销售，以支持2020年云计算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0%﹑占比提升至60%的目标。暂停K3和金蝶KIS销售会影响其短期盈
利能力和现金流，但因金蝶云·星空刚收支平衡及进一步发力及更为谨慎的销售和营销费用而抵消部份影响。虽然2020
年首2个月销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有所放缓，但由于是淡季因此影响较轻，疫情也增强企业对云采用的意识。虽然
报导指金碟上周五被京东子公司以每股11.6元减持3,400万股，但股价收盘仍守在配股价之上，我们认为京东趁高减持
并不改金碟的增长前景，金蝶仍然是我们对结构性SaaS增长的长期选择。



 华泰证券 (6886 HK) – 受惠于投资收入强劲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公司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长79%，高于市场预期。
公司启动股份回购计划，用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以建立健全长效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治理结构。华泰打造平台
化的投资交易能力，加快大数据交易、FICC交易和场外业务等多个平台建设，增加机构客户交易频度和粘度，打造机
构交易业务的生态圈。此外，依靠平台系统完善的策略管理、交易管理和风险管理能力，华泰正朝着去方向化的投资
交易转型。债券交割，场内期权做市、券商场外衍生品新增交易量等多个指标已经跻身行业前列。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 公司2019年核心净利润同比增长55.6%至12.09亿元人民币，比公司之前公布的盈利预增高
4%。我们认为业绩好于预期主要是由于内部重组以及自2019年4季度以来采用SaaS平台，令公司收入同比增长51.8%
之下，运营费用却同比下降8.5%，此抵消了社区增值服务收入比预期较弱。公司派息比率48.7%是出乎预料，较我们
预期的35%高。 管理层公布新的三年计划，期望规模扩张可带动盈利增长。疫情对公司2020年财务影响有限，但很可
能会带动小区增值服务的长期扩张。同时，我们相信「北水」持股有增长空间，于4月24日持股比例仅2.78%，远远落
后同业。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 公司2019年核心净利润同比增长77.3%，超过其早前盈利预增的预测。业绩惊喜包括期内小
区增值服务强劲增长107.4%。预期公司在内部重组下，2020年小区增值服务仍可快速增长57%。如果中期内的利润率
可以提高，三项扩展的新供应和物业管理业务 (占收入的15.7%) 可为公司提供可观的利润贡献。由于公司在每个城市
所管理的项目数量仍然很少 (6.9个)，加上科技技术应用，预期公司未来的经营杠杆有进一步上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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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上升，叠加全球低利率环境及美联储的无限量宽，黄金具备中长期上行甚至突破历史高点的条件。山东黄金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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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0年一季报业绩预告显示实现未经审计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长40%-68%，符合预期，主要原因为一季度黄金均价同比增长25%。在金价上行周期，公司稳步释放黄
金产量，叠加大股东计划将于2020年启动注入608吨黄金资源储量，成就世界级黄金企业，在金价上行期间配置价值
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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