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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欧美经济重启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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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 随着欧美部分地区社交隔离放松密集生效，未来将进入经济“重启”和疫情变化的重要观察窗口。虽然欧美地区已经
在5 月初左右陆续尝试重启经济，但目前看来效果缓慢，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城市交通活跃指数在20%以下，而先行调
整的德国和意大利样本也显示“重启”之路坎坷，柏林和汉堡的城市交通指数 (CMI) 仅从5 月初的13%恢复至24%左
右，而米兰和罗马的指数在修复至10%左右就停滞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累计“休克”的时间已较长，另一方面是
日增确诊依然有一定规模，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过去7 天的日均新增确诊是599/380/813/1,691例。

▪ 美国新增确诊虽然见顶，但除纽约外仍处高增长平台期。截至5 月16 日，美国日增确诊见顶已3 周，且检测阳性率明
显降低到5%-10%水平，检测“填坑”阶段已过，但日新增确诊仍回落缓慢，且剔除纽约州后，其他州整体日增确诊
暂未趋势性下行，在20,000例上下波动，疫情在美国仍有一定蔓延的势头。

▪ 在疫情仍处于平台期的背景下，各州“重启”策略选择受政治立场影响。疫情压力下，共和党主导的“红州”普遍比
较激进，大都已开始放松社交隔离，而另一方面民主党主导的“蓝州”相对更加保守，不过由于共和党执政州数量较
多，伴随着较为激进复工政策的开始。美国疫情可能随着经济的“重启”而出现明显反复。

社交隔离放松后欧美城市活力恢复缓慢 美国其它州整体日增确诊并未趋势性改善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内地宏观：CPI回落反映出需求回升仍在持续中

▪ 2020年4月CPI同比增长3.3%，较前值显著回落。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均下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较多，物价总体可
以反映出在后疫情时代，供给回升的速度快于需求端的格局变化。

▪ 总体而言，CPI体现出供给的回升或快于需求端，需求端料将成为后续宏观政策关注的重点方面。向后看，CPI或将继
续小幅回落到3%左右，主要还是食品价格仍在持续回落。通胀压力进一步减弱，也给后续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提供了
更加友好的空间、以及宏观政策或更多聚焦于提振需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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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中，猪价持续回落 非食品价格较为温和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CPI 中食品价格持续回落 核心CPI 和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较为低迷



内地宏观：CPI回落反映出需求回升仍在持续中

▪ 2020年4月PPI同比下降3.1%，环比跌幅较上月扩大至-1.3%。我们认为，PPI通缩压力的加大主要与国际原油价格低
迷有关，4月WTI价格同比下降74%，为近几个月的最低值，继而影响到中上游石油石化产业链价格。其余中上游采选
和冶炼价格环比跌幅也继续扩大，然而下游非石油产业链的部分产业价格环比跌幅正逐渐收窄，体现出随着逆周期调
节政策正在终端工业生产和投资端的逐渐体现、工业需求开始回温的迹象，但需求回升的力度仍较弱，后续仍需持续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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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PPI 同比和环比的变化 PPI 中三大类价格表现



市场策略：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5/5/2020 

▪ 港股策略：投资者关注欧美各国经济重启后会否出现第二波疫情，

加上中美经贸仍存不确定性，以上事情发展仍会短期扰动港股表

现。但特朗普当前最重要的竞选筹码是全美复工复产而非升级贸

易摩擦，预期短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概率较小。国内基本面恢复

趋势明确，5月高频数据显示经济继续稳步恢复，预计下半年会

回到合理运行区间。全国两会在下周四、五召开，预计两会将明

确的政策共识不会弱于预期，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受政策利好相

关的板块如新旧基建相关产业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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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股策略：美国对华为限制升级影响市场情绪，但实际冲击有限：

重启脆弱的美国经济依然是特朗普当前的核心诉求，短期牺牲经

济而实质上大幅加剧冲突可能性不大，外部因素扰动是短暂的；

但若美国疫情随着经济重启而反复，则需要关注特朗普转移矛盾

带来的实质风险。其次，国内基本面恢复趋势明确，4月经济数

据验证复工复产顺利，且估算已回到同比正增长轨道，5月高频

数据显示经济继续稳步恢复，预计下半年会回到合理运行区间。

再次，国内政策力度不减，预计“两会”会明确增长目标和财政

宽松力度，同时强化逆周期政策预期，并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

重点产业政策落地。最后，金融和周期等权重股估值依然偏低，

宽松的宏观流动性环境下，指数下行的风险和空间较小。A股依

然处于本轮慢涨的窗口中，配置上，我们依然建议以新旧基建和

科技龙头 (5G、云计算、新能源车等) 为主线，其中短期可以重

点关注“两会”舆情支撑的基建板块；同时继续布局前期受疫情

压制的优质滞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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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预计两会的政策共识不弱于预期
A股: 仍在慢涨窗口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中国ETF专题：海外资金配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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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美联储 (和其他发达国家央行) 

在3月采取一系列流动性宽松政策。4月下旬开始，港元
兑美元自2015年首次触及强方兑换保证区间。我们认为，
这其中一大驱动是Hibor 和Libor 利差持续走扩 (从3月底
的-44基点扩大目前-80基点)，较大的套利空间推动港元
一路走强。虽然香港金管局出手稳定利率，然而从长期
来看，全球海外央行扩表后，新兴市场未来或面临巨大
流入压力。对资本市场投资者而言，可能更加关心是否
这意味着全球资金正在加速流入股市。

▪ 从ETF 角度看外资配置中国。相较于笼统的股市资金流
数据，判断外资整体增配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ETF 

基金。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稳定市场，香港市
场的第一支ETF-盈富基金应运而生，盈富依旧是香港成
交最大、最活跃的ETF 产品。截至目前，在香港市场追
踪“中国资产” (A股以及港股的大中华地区) 的ETF数量
为43支，从ETF资产管理规模占比达到72.7%，占绝对
主导地位。当前香港上市ETF产品中，追踪港股 (中资股
+本地股) 的ETF规模达到1,560亿港元，内地A股的ETF

规模大概467亿港元。

香港ETF市场日均成交额及上市产品数量

Libor 和 Hibor 2020 年以来持续走扩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Wind、中信证券 注：截至2020 年3 月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注：截至2020 年 5 月11 日



中国ETF专题：海外资金配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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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看，港币走强往往伴随着资金流入中国内地及香
港市场。从近10多年历史看，港元兑美元汇率在三个阶
段触及或者突破7.75的强方兑换区间，分别为2008年底
至2009 年底、2012年下半年至2014年底以及2015年初。
前两次伴随美联储的三轮量化宽松，从利差的角度看，
Libor 与Hibor利率在上述三个阶段表现出持续性的收窄
甚至倒挂，推动汇率走强。目前，香港最活跃的ETF 包
括盈富基金 (恒生指数)，安硕A50 和南方A50 (富时A50 

指数)，华夏沪深300 指数ETF 以及恒生中国企业ETF，
另有两至杠杆及反向产品，这7支ETF产品贡献了香港
ETF 市场90%以上的成交额。落地到ETF 配置资金上，
资金流入中国内地及香港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
为ETF 的净买入，安硕A50 和盈富基金这两支ETF 产品
的资金流动与股票市场的表现密切相关。

▪ 近期，资金回流香港ETF，但加速增配中国内地资产还
未来临。根据EPFR数据，2月中下旬，受全球流动性挤
兑的影响，资金大幅流出股市，资金在3月恢复性流入股
市，4月下旬进入平稳波动期。从ETF 产品的资金流向来
看，追踪香港股市的ETF 产品持续吸引资金的流入，自4 

月初至5 月8日，盈富基金累计净流入8.2亿港元 (恒生中
国企业ETF 过去一周恢复净流入1.5亿港元)，但追踪内
地A 股的ETF (安硕A50、南方A50、华夏沪深300) 还未
大幅流入，结合北向资金数据，目前更多是主动型配置
资金，我们认为外资大幅增配中国内地资产还未来临。

2015 年上半年资金流入“香港本地股票”市场推动港元走强

资金在港元走强时流入“香港本地股票”市场

资料来源：Wind、EPRF、中信



内地汽车行业：销量重现增长 最坏时间已过

▪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0年4月内地汽车生产210.2万辆，环比增长46.6%，同比增长2.3%；销售207.0万辆，环比增长
43.5%，同比增长4.4%。汽车产销月增速为今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其中汽车销量结束了连续21个月的下滑。1~4 月合
计汽车产销559.6万辆和576.1万辆，同比分别下跌33.4%和跌31.1%，降幅分别比1-3月收窄了11.8和11.3个百分点，
行业景气大幅回升。

▪ 4 月乘用车销量153.6万辆，环比增长45.6%，同比下跌2.6%，降幅大幅收窄，超市场预期。展望5月，去年5月乘用车
销量156.1万辆为低基数，如若今年5月批发销量环比小幅改善，则大概率5月乘用车销量增速也将转正。商用车方面，
重卡保持高景气，4 月销量19.1 万辆，同比增長61.0%，超市场预期。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今年5 月重卡企业仍保
持高位排产，如若最终销量环比持平，则今年5 月同比增速有望扩大至+77%。

▪ 受国内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乘用车和经销商板块企业营收和业绩承压。展望二季度，零售销量已明显复苏，
预计经销商和乘用车板块盈利能也有望快速恢复。我们对乘用车板块系统性推荐，关注龙头企业长安汽车 (000625 

CH)、上汽集团 (600104 CH)、吉利汽车 (175 HK)、广汽集团 (2238 HK) 和长城汽车 (2333 HK)。经销商板块重点推
荐：美东汽车 (1268 HK)、中升控股 (881 HK) 和永达汽车 (3669 HK)。重卡板块重点推荐车型结构优化，经营效率提
升的中国重汽 (3808 HK) 和大马力发动机龙头潍柴动力 (2338 HK；000338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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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联会厂家周度零售数量

资料来源：乘联会、中信证券 截至25/4/2020

乘联会厂家周度批发数量

资料来源：乘联会、中信证券 截至25/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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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交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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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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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金蝶国际 (268 HK) 06/01/20 科技 355 13.68 17.00 24.3 - - NA 6.6 0.1 17.2 70.7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79 43.40 44.52@ 2.6 30.8 23.7 1.3 7.2 1.3 1.8 51.7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464 37.00 43.70 18.1 41.9 30.5 1.7 12.7 0.6 1.5 18.2

山东黄金 (1787 HK) 24/02/20 矿业 82 23.45 25.55@ 9.0 25.1 23.0 1.1 2.6 1.0 2.9 16.7

中联重科 (1157 HK) 05/05/20 机械 94 6.78 7.36@ 8.6 9.1 8.2 0.9 1.1 4.9 4.3 7.8

吉利汽车 (175 HK) 12/05/20 汽车 638 12.42 13.66@ 10.0 11.7 9.7 1.0 1.7 1.9 (4.2) (5.0)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192 12.16 18.30 50.5 10.2 9.2 1.8 0.8 3.3 (3.8) (12.3)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833 33.05 66.00 99.7 4.5 3.6 0.2 1.3 5.0 (2.1) (30.9)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5/5/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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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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碟国际 (268 HK) – 金蝶宣布与腾讯云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我们认为金蝶旗舰SaaS产品如“金蝶云·星空”等可在腾
讯SaaS臻选市场上推广是一大利好，而人力资源管理SaaS产品“我家云”也将与腾讯会议API海纳 (每天活跃用户超
过1,000万) 连接。管理层维持其2020年云收入占比60%的目标，并表示自3月以来公司销售有改善。我家云与腾讯海
纳的合作伙伴关系会加强客制化和程序应用，提升在一级物业管理客户的竞争能力。

▪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 公司2019年核心净利润同比增长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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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持股比例仅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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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公司公告拟以2.3亿加元收
购特麦克资源公司 (TMAC)，将获霍普湾金矿100%股权。考虑TMAC现有债务，我们测算在长周期金价为1,700美元/

盎司和5%折现率的假设下，项目的股权价值为4.87亿加元，高于收购时的对价，预计在金价上涨周期该项目收益愈发
显现。

▪ 中联重科 (1157 HK) – 3月全国挖掘机械产品销量49,408台，同比+11.6%，在去年同期历史高位的基础上再创新纪录。
虽然4月销量回落至4.5万台，但销量仍属于高水平，在低基数下同比增幅达60%。社融超预期叠加挖机销量新高、水
泥出货率回升，反映了逆周期调节正由政策引导推进到资金端落实，项目端也正加速复工。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中联重科2020年一季度业绩仍然稳健，净利润同比升2.4%。预期在内地赶工潮迭加政策支持下，工程机械的需求将进
一步提升，预期公司混凝土机械及起重机产品将可望价量齐升。公司息率约4.9%，受惠于降息周期。

▪ 吉利汽车 (175 HK) – 吉利4月销量同比转正增长2%，环比增长大幅提升至44%，旗下高端品牌领克销量同比增长12%，
增幅大于行业整体，可望带动公司平均售价及毛利率上升。考虑到地方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逐渐落地，公司料将受益
于家庭首次购车需求的释放，吉利等自主品牌有望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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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 (6886 HK) – 公司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87%，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90%，受益于市场交易量
显著提升，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增长30.42%。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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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启动，措施有望为内地投资银行业务带来扩容影响，对公司
带来利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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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5月6日至7日以21亿元人民币出售金科地产
(000656 CH) 持股，为一个月内第二次出售金科持股，显示集团去杠杆的决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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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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