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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美国未来政策演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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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中信证券

 货币政策：预计美联储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鸽派。由于美国居民部门资产中，与资本市场强相关的占比接近50% (包括，
养老金、共同基金、直接股票及债权投资)，资本市场波动将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福利及消费水平。居民财富绑
定金融产品，倒逼金融市场繁荣需求，需要美联储保持宽松和扩表操作。

 經濟方面: 金融穩定需要需求恢复和经济增长。预计未来2-3个季度致力于修复疫情对企业经营和信用预期的影响，中
期则需要加大政策力度保证经济重回良性增长轨道。通过科技业、制造业升级驱动的要素增长率持续提升才是金融资
产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是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保障。

 政策协同性有望增强：从联邦政府表态看，财政政策强化社会保障和需求刺激、货币政策针对市场融资能力、金融监
管呵护金融机构信贷能力、产业政策支持零售商业和清洁能源等年内存在进一步的政策加码空间。财政发力，兼顾转
移支付与需求刺激为方向；货币配合，预计美联储将继续扩表购买国债，同时助力制造业恢复和科技产业引领。

 金融监管优化：宏观核心是金融体系复杂度和关联性提升背景下，既包括采取杠杆分层管理、多层嵌套限制、流动性
缓冲垫等行为监管，也包括强化流动性压力测试等审慎政策，目标是降低金融风险的传染作用和放大作用。

美国居民部门资产构成 (2019 年)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预测

美国年内宏观政策仍有加码空间



内地宏观：坚定宽信用 管窥企业偿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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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202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宽信用举措，要求“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以及“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
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两会宽信用表述具有切实的宏观背景：新冠肺炎冲击使得前期商贸活动几乎停滞，营业收入
的下降使得企业流动性压力开始上升。

 商贸活动停滞冲击显现，企业流动性需求较大。从工业企业库存数据来看，2019年年中集中备货形成的库存至今仍未
完全消化：4月工业企业产成品周转天数累计同比增加了3.8天，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同比增加了11.2天。
疫情冲击已经令存货周转难度不断上升，企业部门实际的偿债压力与流动性需求可能比流动比率所显示的更大一些。
这也是政策层不断强调 “保市场主体”、安排小微贷款还本付息进一步延长以及想方设法宽小微信贷的原因。

工业企业存货增速

(%)



内地宏观：坚定宽信用 管窥企业偿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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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上市公司公告、中信证券 注：箱体上下线代表75%、25%分位数，橙色线代表中位数

 大部分上市企业可用于偿债的现金流储备相较往期都有所下降。通过计算估计：大部分中下游行业企业偿债能力都有
所下降，而部分上游行业企业流动性储备有所提升：目前基建发力和消费投资承压同时存在，上游企业库存去化进展
相对好，而中下游企业则压力相对大。大部分行业中位数企业现金及其等价物储备仅仅能覆盖20-40%的年内到期债务。

 如果进一步考虑未使用的授信额度，企业流动性压力可以得到一些缓解，但仍然存在分化。大部分行业企业未动用的
银行授信都可以覆盖40%以上的2020年到期债务；如果以中位数叠加，大部分企业都可以依靠银行授信和现金储备偿
还年内负债。但企业间的分化较为严重，各个行业排名后25%的企业偿债压力实际上较大。

现金与等价物对1 年内待偿债务占比

(%)



内地宏观：坚定宽信用 管窥企业偿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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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营业成本的相对刚性令疫情冲击的影响更大。企业运营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刚性成本，因此可能无法通过调节成
本来恢复现金流。从工业企业与非金融上市企业营业收入、成本变化之比来看，企业营业收入的变化弹性总是大于企
业营业成本变化的弹性，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变化平均来看是营业成本变动的1.17倍。

 收入变动对企业流动性储备波动的重要性较高。我们对非金融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成本变化弹性”进行了
估计：绝大部分行业企业营业收入每降低10%，同时成本仅下降8.5%左右，营业现金流就将相对缩减1.5%。如果用上
市企业2020年年内到期债务结合企业平均现金储备、授信额度的中位数对企业流动性缺口进行估计：全部非金融地产
为了偿还年内到期债务仍有4.8万亿元左右的流动性缺口。

 后市展望：由于企业成本相较收入的相对刚性，目前抗疫情举措以及海外经济萎缩带来的收入下滑压力料将会更大程
度的传导至企业流动性压力。由于目前政策层对于宽中小微信贷的重视，目前大中小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可能都较好。
考虑到企业偿债压力的增大，新增信贷的来源即为获得首贷的小微企业以及部分流动性压力更小的企业的资本性支出。
故而我们认为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宽信用的整体政策取向将不会改变，同时扩大首贷覆盖的信贷支持政策料也将为宽
信用提供支持；预计资本性支出相关的信贷需求将会在企业营收显著回正增长的时期开始增加。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变化之比

(%)

非金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变化之比



市场策略：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9/5/2020 

 港股策略：5月28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港版国安法”，我们

认为其将有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投资者担忧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是否能够维系，我们认为该制度短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但可能

的负面影响是当地流动性环境紧缩。同时，应区别看待“贸易”

和“金融”层面影响。海外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风险偏好下降，

资金或短期面临流出压力，但随着更多代表“新经济”的美股中

概回归，将有利市场生态改善。若美国政府采取一些所谓的“回

应”，悲观情况下，香港对美转口贸易可能受到影响。香港对美

出口占总出口10%，其中转口货值占到99%，预计这部分将受到

影响。但香港作为离岸市场，其资本市场开放，法制市场制度完

善，联系汇率制度是维持金融中心的核心，虽然贸易会受到影响，

但应区别看待对金融市场的实际影响。

 A股策略：展望2020年6月，海外扰动和基本面预期修复的影响

下，预计A股将整体处于均衡状态，指数涨跌幅度均有限。节奏

上，受益于前期过度悲观的中美摩擦预期修复，6月上半月的市

场环境相对较好。首先，海外扰动在6月处于多发期，但实质影

响有限。美方最新公布的拟涉港制裁措施已在市场预期之内，且

对贸易、港股和跨境上市实际影响相对有限。美国在疫情、经济

状态、骚乱等约束下，中美摩擦会维持影响小、频次高的风格，

市场也会逐步适应。其次，政策驱动下，6月国内经济恢复的趋

势会强化。配置上，新旧基建和科技白马依然是全年主线；而在

6月结构再平衡的过程中，建议关注基建板块、地产后周期可选

消费、业绩确定性高的科技及消费龙头等3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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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短期波动不改市场“长治久安”
A股: 均衡状态下的结构再平衡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美养老金专题：推迟投资对中资股直接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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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美博弈加剧，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 (FRTIB) 宣布将推迟“节俭储蓄计划” (TSP) 旗下I 基金转投MSCI 
所有国家 (除美国外) 可投资市场指数 (MSCI ACWI ex-US IMI) 的进程。美国养老金体资产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由3
大支柱构成，其中第二支柱中的DC 计划和第三支柱IRA 是海外股票投资的核心。

美国养老金体系规模及投资拆分

资料来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ICI、OASDI 年报、TSP 官网、OPM、中信证券绘制
注：以上数据均为截至2019年年末数据据、以美元计算



美养老金专题：推迟投资对中资股直接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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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lackRock，中信证券
注：数据截至2019 年末

社会保障计划 雇主养老金计划 个人储蓄养老 (个人储蓄账户，IRA)

全名为老年、遗属及残障保障计划
(OASDI)，OASDI资金占比不高，但在
覆盖范围非常大，起到托底作用，因而
对资产安全性的要求也非常高，只允许
投资于无风险债券，并不涉及股票。

是美国养老金计划的核心支柱，其中的
DC计划是投资海外股票的重心。其中海
外股票 (I基金) 可直接投资与海外股票，
由FRTIB管理。私人部门的DC计划其中
主导的就是401K计划，其中5,700亿美
元投资于美国市场以外的股票。

IRA相比第一、第二支柱更为庞大，以灵
活的方式直接持股、或通过共同基金间
接投资。截至2019年底，2.4万亿美元投
资于股票资产，其中5,740亿美元投资于
美国以外市场的股票。

美国养老金体系3大支柱

 当前，I基金为整体追踪MSCI欧洲、大洋洲和远东指数 (MSCI EAFE) 的被动型指数基金，其对中国股票投资的押后对
A股和离岸市场 (含港股和中概股) 增量资金的影响预计分别为6.5亿/30亿美元，整体影响较小。我们测算美国养老金中
明确用于投资美国以外股票的资金至少为1.2万亿美元 (美国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DB计划暂不统计)，以MSCI ex-US 
ACWI IMI指数中中国占比估计，投资于中国股票的资金量预计超过1,000亿美元 (其中88%为离岸中资股票，12%为A
股)。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养老金绝大部分管理分散，运营机制相对市场化，美国政府进一步通过限制养老金来影响
美国资金对中国股票的投资的难度很高。。

MSCI EAFE 股票指数分地区构成 MSCI ex-US ACWI IMI 分地区占比

资料来源：SCI，中信证券
注：数据截至2019 年末

MSCI China 股票指数分地区权重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注：数据截至2020 年5 月



全球云计算和数据行业：疫情改变了什么

 Synergy 研究数据显示，受益于疫情期间电商、流媒体娱乐、远程办公等上层需求的大幅增长拉动，中美云巨头2020
年一季度业绩均表现突出，全球云计算 (IaaS+PaaS) 市场一季度规模为290亿美元，同比增长37%。受疫情影响，虽
然一季度面临部分项目交付延迟、项目订单取消等不利因素，但亚马逊云服务 (AWS)、微软商业云一季度订单依然维
持强劲，伴随5月份欧美市场逐步重启，我们预计云巨头新增订单数据将进一步向好。

 参考AWS经验，伴随云业务规模扩大，谷歌云、阿里云、腾讯云盈利窗口亦将不断临近，但考虑到目前激烈市场竞争
格局，预计同等营收体量下，上述厂商的盈利水平将显着低于同期的AWS。我们判断，短期经济不确定性，叠加云厂
商资本开支连续4至5个季度增长后可能进入自然“产能消化”周期，本轮北美云厂商资本支出上行周期预计在今年三
季度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而源于发展阶段、周期形态差异，本轮国内云厂商资本支出上行周期则可能更具韧性。

 预计疫情之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向云端迁移进程将全面加快，中美云计算巨头将长周期受益。目前云计算市场强者
愈强格局不断凸显，长尾厂商份额不断被挤压，同时头部云厂商亦通过完善PaaS 能力、边缘计算框架等，不断强化
自身领先地位和盈利能力。我们认为，投资角度，一线云计算巨头以及云计算产业链上游的核心芯片、IDC、设备厂
商均具有持续配置价值，关注微软 (MSFT US)、亚马逊 (AMZN US)、阿里巴巴 (9988 HK；BABA US)、腾讯 (700 
HK)、英伟达 (NVDA US)、Equinix (EQIX U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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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analys、中信证券

全球云计算市场 (IaaS+PaaS) 竞争格局 北美四大云巨头资本开支展望

公司 资本开支描述

谷歌
2020年总资本支出水平将有所下降，办公设施
下降较大，IT 设施支出预计较2019年基本持平

脸书
下调2020年资本支出至140-160 亿美元 (原预
算170~190 亿美元)，部分在建数据中心出现
延迟，但2020年推迟的资本支出将顺延到2021

微软
一季度环比下滑主要受到亚洲供应链影响，预
计后续资本支出将持续增长，以支持云计算业
务等

亚马逊 未有明确表述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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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行1万亿人民币的抗
疫特别国债，将支持今年基建推进。基建或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料今年将发挥
更多托底作用，建议关注龙头基建及水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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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基建及国产替代。疫情加速直播、SaaS和协同办公等领域发展。2020年4月国
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的范围，5G、数据中心IDC、IaaS云计算均为信息
基础设施中的重要内容。我们判断数字新基建将带来千亿量级的投资规模，5G、
IDC、IaaS云计算领域头部公司受益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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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息板块。为应对新冠肺炎扩散，美联储半月内两度紧急降息，合计将联邦基金
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50基点至0-0.25%的历史低位。预期全球央行将进入新一轮
降息周期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低息环境将持续一段长时间，高股息率标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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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控股

 阿里巴巴

 华润水泥

 中国中铁

 建设银行

 中国平安

 舜宇光学

 中国海外

 广汽集团

 金蝶国际

 雅生活服务

 碧桂园服务

 山东黄金

 中联重科

 华泰证券

 吉利汽车

 融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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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13.60 17.00 25.0 - - NA 6.6 0.1 5.6 69.7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71 41.50 53.40 28.7 29.6 22.8 1.2 6.9 1.4 2.5 45.1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461 36.30 45.00 24.0 41.3 30.1 1.7 12.5 0.6 2.0 16.0

山东黄金 (1787 HK) 24/02/20 矿业 81 22.90 25.55@ 11.6 24.2 21.8 1.0 2.6 1.1 (6.3) 13.9

中联重科 (1157 HK) 05/05/20 机械 88 6.35 7.36@ 15.9 8.5 7.7 0.8 1.0 5.1 2.8 1.0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191 12.14 18.30 50.7 10.0 9.1 1.6 0.8 3.3 5.0 (12.4)

吉利汽车 (175 HK) 12/05/20 汽车 544 10.60 13.74@ 29.6 10.1 8.4 0.9 1.5 2.2 (10.9) (19.0)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818 32.45 66.00 103.4 4.3 3.6 0.2 1.2 5.1 4.5 (32.2)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9/5/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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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最近持续与雅居乐 (3383 HK) 达成有关出售住宅物业和车位的引荐框架协议，表明母公
司对雅生活的持续支持。雅生活5月29日公布首席财务官李大龙将接任首席执行官，我们认为这次晋升是公司奖励李先
生对并购的贡献，特别是对中民物业的收购。预期该人事变动不会对公司营运有任何影响。收购中民物业可为雅生活
带来协同效应，增厚公司今年二季度的每股盈利。同时，我们相信「北水」持股有增长空间，于5月29日持股比例仅
3.58%，持续上升但仍远远落后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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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受惠于降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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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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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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吉利汽车 (175 HK) – 吉利上周四收市后公布拟定向增发集资最多67.2亿港元，拖累股价于上周五大跌。不过我们认为
股价回调为长线投资者提供切入机会，预期二至三季度的销量复苏会引来市场的估值上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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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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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5月尾发布的《2020中
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研究报告》，融创排名由去年的第六名上升至第四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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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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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中长线推荐个股^

每月精选：中长线个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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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週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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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腾讯控股 (700 HK) 18/11/19 科技 23,581 410.40 516.00 25.7 30.5 24.8 1.6 6.6 0.3 (0.5) 28.3

阿里巴巴 (9988 HK)* 26/11/19 科技 28,020 194.30 235.00 20.9 26.9 19.5 1.1 4.5 0.0 (2.0) 10.4

华润水泥 (1313 HK) 02/12/19 水泥 212 9.73 11.78 21.1 7.7 7.6 3.5 1.4 6.2 1.1 3.8

中国中铁 (390 HK) 02/03/20 基建 164 4.23 6.49@ 53.4 4.1 3.7 1.6 0.4 4.3 0.0 (3.9)

建设银行 (939 HK) 06/01/20 银行 5,716 6.09 7.79 27.9 5.1 4.9 3.1 0.6 5.9 1.2 (9.4)

中国平安 (2318 HK) 06/01/20 保险 4,331 76.50 94.00 22.9 11.1 7.7 NA 1.7 4.4 0.8 (19.0)

舜宇光学 (2382 HK) 12/11/19 科技 686 102.40 143.00 39.6 21.9 17.1 1.2 6.3 1.0 (2.5) (19.0)

中国海外 (688 HK) 06/01/20 房地产 1,137 23.60 33.90 43.6 5.7 5.1 1.3 0.8 4.9 (0.2) (21.2)

广汽集团 (2238 HK) 06/01/20 汽车 179 6.37 8.20@ 28.7 8.3 6.5 0.6 0.7 3.7 (6.5) (35.3)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9/5/2020     *年化 @彭博综合预测

 腾讯控股 (700 HK) – 公司2020年一季度总收入同比增长26.4%，息税前利润同比增长25%，优于预期。期间手机游
戏和社交广告收入大幅高于预期，分别同比增长64%和48%。不过，公司预计用户在复工复学后，2020年剩余时间的
增长将回复正常。但是公司有很多强劲的游戏将陆续推出，预期仍可推动其手游业务的增长。展望2020年，公司游戏
业务有望继续维持强劲表现，金融业务利润贡献不断提升，在线广告亦有灵活的应对举措。

 阿里巴巴 (9988 HK) – 公司2020财年四季度 (截至3月) 业绩优于预期，总收入同比增长22%至1,143亿元人民币 (下同)，
较预期高5%，调整后EBITDA同比下降4.5%至198亿元，较预期高21%。期间核心消费者管理和佣金收入同比增长1%，
新战略业务的亏损进一步收窄，成交总额回到12月份水平。天猫实物商品成交总额较上一季度同比增长29%，而预期
618购物节促销活动应受益于商家强劲和消费者压抑的需求。另外，恒生指数公司5月18日宣布纳入来自大中华区域的
同股不同权公司及第二上市公司进入恒生指数及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选股范畴，因此阿里有望于8月纳入恒指，引来被
动资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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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线个股推荐

 华润水泥 (1313 HK) – 受益基建、地产等下游全面复苏及积压需求集中释放，4月水泥产量同比增长3.8%，创近六年
来同期最高水平；同时地方政府陆续配合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我们继续维持二季度进入政策及赶工的共振期的判断。
考虑需求已全面复苏，库存仍处较低水平，我们预计南部东部地区在雨水扰动下价格保持平稳，全国整体价格短期内
料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华润水泥 2020年一季度净利润11.1亿港元，同比下跌25.2%，乎合预期。与2018年的净债务状
况相比，公司2019年拥有净现金49亿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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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息率约6.2%，受惠于降息周期。

 中国中铁 (390 HK) –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行1万亿人民币的抗疫特别国债。基建仍为逆周期的主力军，特别国债
扩充了基建的资金来源，有助于进一步做好“六保”工作。中国中铁2020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下跌6.5%，平稳应
对疫情冲击。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人民币，我们预计铁路投资在8,000亿高位上稳中
有升，預期公司二季度业绩增速环比将明显改善，全年料保持稳增。另外，公司推出子公司高铁电气分拆上市科创板
预案，料将获得估值重估，一定程度带来母公司的估值提升。

 建设银行 (939 HK) – 4月新增社融超预期，反映宽松流动性下的信用扩张。今年二季度在信贷投放和政府债券的支撑
下，信用扩张仍料将继续乐观。对银行而言，宽信用一方面奠定增长基础，预计板块全年盈利平稳，另一方面则有助
风险预期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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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今年一季度业绩表现稳固，净利润同比增长5.1%，资产规模扩张，促利息净收入积极表现。住房
租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三大战略共同作用于零售提质增效。资产质量总体稳定，拨备政策紧中有降，公司现时估
值处于历史低点，2020年息率近5.9% ，防守性较强。

 中国平安 (2318 HK) – 疫情全球爆发后，预计未来较长时间维持零利率状态，以中性角度看，即便中国经济和利率有
中长期下滑趋势，但也将会维持至少五年或者十年以上的较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预计保险公司凭借资金跨周期优
势可以平滑阶段性低利率影响，同时也可以继续发展高价值业务、并降低保单保证利率和打平收益率以保证较长时间
的盈利实现能力。因此，我们认为保险股已从成长股逻辑走向价值股逻辑，作为价值股，即便利率有所下行、保单增
速较低，在已显著超跌的情况下，预计这些因素对股价负面影响将逐步钝化。行业中，从价值率角度看，中国平安保
持领先优势，战略方向毫不动摇；从盈利能力可持续性和现金回报角度看，中国平安也具有较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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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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线个股推荐

 舜宇光学 (2382 HK) – 受疫情影响，公司手机业务4月同比增速放缓，车载业务因欧洲车厂生产停滞承压；中长期看，
预计光学行业规模与结构仍将持续升级，我们持续长期坚定看好公司在光学方向的布局。展望未来，随5G新机加速渗
透，预计光学视觉领域也将迎来应用型强需求增长，公司积极发力潜望式，3D等中高端模组，5倍光学变焦手机摄像
模组实现量产，10倍光学变焦手机摄像模组完成研发，高端客户份额提升推动产品结构升级，我们持续看好公司多摄
模组及3D Sensing相关产品的放量。

 中国海外 (688 HK) – 集团2020年首两个月累计合约物业销售同比下降 22.7%，但随着疫情在内地逐步受控，集团在三
月的销售逐步恢愎，首四个月销售跌幅收窄至下降6%，疫情影响已有消退迹象。4月20日人行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其中1年期及5年期以上分别较上月报价下浮20和10基点，为LPR改革以来的最大降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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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息率近4.9%，将受惠于降息周期。

 广汽集团 (2238 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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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集团去年四季度业绩低
于市场预期，自主品牌持续承压，但去年11月广州车展亮相的第二代传祺GS4颜值大幅提升，预期新车上市有望减少
自主品牌亏损。公司現時估值处于历史平均之下，提供安全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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