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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美国快速复工导致5月非农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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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美国5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50.9万，预期减少800万，前值减少2,068.7万。从行业来看，餐饮行业贡献一半的新增就
业 (+140万人)，其次是建筑业 (+46.4万人) 和教育医疗行业 (+42.4万人)。从就业结构来看，新增就业全部来自此前的
临时性失业减少，从上月的1,800万人下降270万至1,530万人。5月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改善，我们认为非农超预期的
主要原因是美国复工进度较快，导致临时失业人口回到就业岗位的速度超出预期。

 我们注意到从5月中旬以来，持续申请失业金人数已经开始减少。这说明此前在申请失业金的人已经回到就业岗位或者
找到了工作，因此不需要再申请失业金，也体现了失业人口回到岗位的速度比预期更快。另外，从我们跟踪的美国社
交隔离指数也可以看到，美国的社交隔离程度从5月以来伴随着复工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恢复。相较于欧洲国家，美国经
济社会的“活跃度”恢复速度明显更快。此外，我们认为就业的快速恢复和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助措施也有关系。
其中薪资保障计划由于要求企业必须支付员工工资才可以获得更多贷款补贴，因此这些承担最多就业的小企业也有动
力去为员工支付薪水，这也一定程度使得员工更积极地提前回到岗位，从而支撑短期就业的快速恢复。

 但我们不认为短期就应该对美国就业市场非常乐观。首先失业率在历史上仍然很高。其次，二次疫情风险尚未解除，
目前美国当日新增病例仍有2万左右，在快速复工的背景下，美国未来爆发二次疫情风险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就业市场
环比的改善趋势仍会持续，但关键在于改善的幅度，重点关注永久性失业和二次疫情风险。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美国失业人口以暂时性失业为主

(千人)



生产活动5月提速，已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 基建投资继续回升，地产投资韧性延续 持续看好汽车和地产后周期消费的复苏

5月以来，以五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衡量，整
体工业生产活动已回到正常区间，而5月PMI也
持续保持在荣枯线以上，生产活动趋于正常。短
期工业生产虽面临出口承压的拖累，但内需的回
升将抵消这一方面的压力，预计工业增加值5月
将增长4.7%左右，而6月预计还将进一步小幅上
行。

根据我们对高频数据的观察，5月基建相关的复
工复产进度进一步加快，当月挖掘机销量进一步
提升，也印证了基建需求的提升。同时，地产5
月整体销售处于景气区间，土地成交也相对处于
较好水平，均一定程度带动地产投资的韧性延续。
而制造业投资层面，我们认为5月的修复斜率仍
将平缓，但PMI指标显示汽车行业出现一定程度
的景气迹象，有助于整体增速的底部企稳。

5月除北京、黑龙江等防疫重点地区外，大部分
地区居民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工作、社交场景的
恢复有助于提振可选商品消费增长。此外，我们
从3月开始强调关注汽车和地产后周期消费受到
疫情影响的需求会后延释放，同时汽车消费政策、
消费券以及商家加大折扣促销力度等均有助于以
上商品短期消费需求的提振。

海外疫情带来需求回落将逐步在出口数据显现 CPI继续下行，PPI将见底 新增贷款呈现出月末贷款新增加快的特征

疫情对外贸的冲击先体现在供给端，后逐步传导
到需求端。因此国内外疫情先后爆发导致贸易的
供需端出现非对称变化。5月初开始，海外各国
先后复工可能涉及到前期积压订单等又会进一步
扰动外贸数据。但我们认为海外疫情带来的需求
回落会从本月开始逐步在出口数据中得到体现。

CPI方面，食品价格作为刚需消费品，价格回落
通常解释为供给的回升。预计仍不妨碍整体食品
价格同比持续回落，成为5月CPI下行的主要拖
累。非食品方面，居民消费需求仍在疫情后的恢
复过程中，预计整体波动幅度有限。PPI中石油
及相关化工产业链对PPI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强，
预计5月PPI环比仍小幅为负。基本上可以确定
PPI同比将在5月份见底，此后随着油价和国内
工业需求的强劲，PPI将在负值逐步收窄。

人民币贷款方面，5月新增贷款呈现出月末贷款
新增加快的特征，整体与地方专项债在5月下旬
加快发行的节奏较为一致，预计5月整体增量规
模将较去年同期继续保持同比多增，整体“宽信
用”仍在逐步显现，但结构上可能略不及前月。
社融方面，企业债券直接融资较前几个月的高景
气有明显回落，但同时地方政府债券的5月净发
行超1.3万亿，将明显支撑当月社融表现，同时
我们预计非标融资仍将继续保持负增长。

内地宏观：保持对基本面持续改善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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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內地工业生产料已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基建投资将继续回升，地产投资韧性延续。消费方面，持续看好
汽车和地产后周期消费的复苏，预计5月社消增速将摆脱负增长状态。海外疫情带来的需求回落将逐步在出口数据上显
现，预计进口持续负增长为-6%左右。CPI继续下行趋势，但PPI料将在5月份见底，后续将见回升趋势。预计5月信贷
将呈现月末贷款加快投放的特征，整体延续宽信用的格局。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注：4月进出口数据为实际值，除新增贷款外，各指标均为同比，单位%

2020 年5 月宏观数据前瞻



市场策略：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5/6/2020 

 港股策略：在疫情、经济状态、骚乱等约束下，并不支持美国当

前重启大范围的贸易争端。我们认为中美摩擦会维持影响小、频

次高的风格，市场也会逐步适应。今周市场聚焦联储局议息会议，

普遍预期利率政策不会作出变动，但关注会后发表言论。在网易

(9999 HK) 上周招股后，京东 (9618 HK) 今天也开始招股，市场

憧憬陆续有大型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也利好港股情绪，建议投资

者积极关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的恢复提速，在外部

不确定性增加时，市场依旧会给“确定性”溢价，但需要逐渐考

虑估值性价比，“聚焦现金流，聚焦内需”是目前最佳选择。此

外，继续建议关注内地受政策利好相关的板块如新旧基建相关产

业链，以及内地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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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6日，除个人投资者外，其余三类投资者资金

均主动流出，其中机构投资者五日日均净卖出2亿，而个人投资

者净买入117亿。机构投资者在科技板块的通信、电子行业较大

额的主动净买入。同时科技板块也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行业。近

五日的龙虎榜成交量略有增加。其中，传媒行业净流出资金较多，

电子与医药行业净流入资金居首位。北上资金连续十日净流入，

在过去一周整体净流入291亿，与前两周相比净流入速度上升。

近五个交易日北上资金板块层面开始大幅流入银行、非银行金融

等金融板块、电子等科技板块、医药等消费板块。医药与电子板

块流入流出波动较大，又有流入恢复。静态持股看，持有金额最

多的为食品饮料、银行、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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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聚焦中概股回归
A股: 资金偏好金融、电子及医药板块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全球IDC行业：数据流量维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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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计，未来2年的全球和中国数据中心 (IDC) 需求仍将保持约20%和30%的增速。第三方数据中心快速成长，一线
地区IDC具有稀缺性。当前国内IDC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5%-8%) 仍显著高于美股企业 (3%-4%)。2020年以来，新基建、
公募REITs试点等支持政策持续推出。未来，伴随国内市场利率下行，银行等传统信贷机构对IDC资产认可度的持续提
升，资本市场对REITs资产的关注度提升，我们预计国内IDC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融资成本等亦有望跟随持续改善。
持续具有较强融资能力和融资效率的公司有望受益。

资料来源：IDC (含预测)、中信证券

(ZB)
(ZB)

资料来源：信通院、IDC (含预测)、中信证券

全球数据量及增速 数据量增长第二波：受益于5AIoT

全球IDC市场规模 中国IDC市场规模



全球IDC行业：数据流量维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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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Wind，彭博 (一致预期)，中信证券
*为美股公司单位为美元，其余为人民币

资料来源：IDC (含预测)、中信证券

 IDC市场持续受益于数据流量增长、利率下行带来的企业融资成本改善、类REITs属性带来的稳定现金流入，使板块具
备持续的长线配置价值。美股市场，IDC板块估值相当于成长性仍有优势；国内市场，行业仍处于高成长阶段，在一线
地区拥有丰富资源储备，或和云计算巨头深度绑定的第三方IDC企业是我们的首选。建议持续关注万国数据 (GDS US)、
Equinix (EQIX US)、世纪互联 (VNET US)、光环新网 (300383 CH)、数据港 (603881 CH)、数字房地产信托 (DLR 
US) 等。

 数据中心因其重资产属性，及1-2年的投资建设
周期，通常会出现盈利增长显著滞后于收入增
长的情景。美国成熟IDC公司采用EV/EBITDA
方法估值，以还原高额折旧摊销前的实际盈利
能力。处于投资高峰期的IDC公司，可能还需
要1-2年才能体现出EBITDA的成长，可以给予
1-2年的盈利宽容度。目前国内IDC资产整体估
值水平已和美股同类企业看齐。受益于当前美
股IDC板2020年預測EV/EBITDA在20~25倍之
间，对应成长性7%-13%，A股上市企业
EV/EBITDA在24-43倍之间，对应成长性18%-
44%。利率下行背景下，业绩稳健成长的IDC
公司料仍有估值提升空间。

2019部分IDC公司财务数据对比 (亿元)

美股IDC企业EV/EBITDA水平 国内IDC企业EV/EBITDA水平



內地免税及旅游行业：海南自贸港总体建设方案落地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分三阶段明确发展目标：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
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
利、运输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离岛免税额度由3万提高至10万，并扩大品类，突显出财政部等部委对海南地区的支持力度。一般而言，行邮税起征
点不提高、件数限制不打开，仅仅提高免税额度我们认为对人均消费的刺激不大，但结合近期推出的海南回头购平台
的作用，我们认为此次免税额度的提升将能够有效转化为人均消费的提升。岛内居民购买免税品基于正面清单管理，
我们预计集中于日用品概率较大。对鼓励类企业，减按15%征收所得税，对于注册地在海南的企业经营形成利好。目
前对于鼓励类产业的企业范畴尚未明确，且并未明确提及减税实施的具体时间点，但根据政策导向来看鼓励范围将大
概率涵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企业，若执行，相关企业利润提升幅度预计将超过10%。

 我们认为《方案》对海南离岛免税市场形成利好、格局上暂未有改变，对于当前海南唯一的免税经营商中免 (含控股
的海免) 显著利好，建议持续关注中国国旅 (601888 CH)。海南整体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升级，对于人流的吸引，以
及企业在当地的不断迭代升级，均提供了发展基础，拥有海南当地优质旅游资源的企业料将长期受益。主要包括：宋
城演艺 (300144 CH)、首旅酒店 (600258 CH)、复星旅游文化 (1992 H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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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旅、中信证券

三亚市内免税店购物人数及增速 三亚市内免税店人均消费及增速 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及同比

资料来源：中国国旅、中信证券 资料来源： Wind、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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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14.04 17.00 21.1 NA NA NA 6.8 0.1 3.2 75.2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71 41.50 53.40 28.7 29.3 22.6 1.2 6.9 1.4 0.0 45.9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467 36.80 45.00 22.3 41.5 30.6 1.7 12.7 0.6 1.4 17.6

中联重科 (1157 HK) 05/05/20 机械 86 6.24 7.36 17.9 8.4 7.6 0.8 1.0 5.2 (1.7) (0.8)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199 12.60 18.30 45.2 10.3 9.3 1.5 0.8 3.2 3.8 (9.1)

吉利汽车 (175 HK) 12/05/20 汽车 675 11.76 13.67 16.2 11.3 9.3 1.0 1.6 2.0 10.9 (10.1)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905 35.90 66.00 83.8 4.8 4.0 0.2 1.4 4.5 10.6 (25.0)

永利澳门 (1128 HK) 08/06/20 澳门博彩 210 14.54 19.82 36.3 NA 19.0 NA 96.9 3.2 11.0 NA

中海油 (883 HK) 08/06/20 石油 1,481 9.33 10.50 12.5 32.6 12.7 NA 0.9 2.9 8.1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5/6/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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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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交易建议组合调整: 从估值上看，澳门博彩板块已反映悲观预期。粤港澳三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有缓和趋势，有消

息指澳门当局正研究6月中逐步恢复有限度通关。由于永利澳门 (1128 HK) 专注于高端市场，预期将较受惠于通关初期

高端市场较快复苏。另外，OPEC+同意延长创纪录的减产协议至7月底，加上憧憬经济复苏，刺激油价上涨，专注上

游业务的中海油 (883 HK) 对油价变化最为敏感，业绩弹性较大。因此，短线交易建议组合中加入永利澳门及中海油 。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强于预期，提振了全球经济复苏预期，降低了对避险资产的需求，短线交易建议组合中剔除山东黄

金 (1787 HK)，推荐期间股价涨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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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持股比例仅
3.82%，持续上升但仍远远落后同业。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 在物业管理公司之中，我们认为碧桂园服务较大概率带来并购惊喜. 我们估计公司于今年4月
尾发行38.75亿港元零息可换股债券，主要原因是准备离岸现金以用于对海外的潜在并购。我们预期对海外综合设施管
理公司的潜在投资可增厚碧桂园服务的每股盈利。对于2020年，管理层的目标是至少增加8,000万平方米的收费管理面
积，其收入将增长超过40%。因管理层收入指引并未包括潜在的海外并购，因此如有交易落实，公司收入有可能超越
管理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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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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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 (6886 HK) –上交所研究引入单次 “T+0” 交易，保证市场的流动性。我们认为 “T+0” 交易制度若推出，将直接
带动金融相关行业需求，市场活跃度提升直接利好券商。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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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券商带来利好。华泰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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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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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前5月，头20位的房地产龙头公司累计销售金额达2.14万亿元，同比-7.1%，降幅进一步
缩窄。5月单月，头20位的龙头公司合计销售金额达4,490亿元，同比+9.5%。新房销售景气持续恢复，“以价换量”
现象结束，单月销售均价与去年同期持平。短期来看，政策相对平稳，热销持续，估值有优势，板块有反弹基础。中
长期来看，我们认为一部分地产龙头有可能超越地产开发周期限制，在很长的时间内持续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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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好公司管理势能引领独
特的资源拓展能力，也认可公司丰厚的资源储备能释放可持续的盈利，并期待公司能以更可预期的财务纪律，推动杠
杆率的逐渐下行和资金成本的下降。

 永利澳门 (1128 HK) – 澳门博彩业今年一季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预期二季度可能表现更差。不过从估值上看，
板块已反映此悲观预期。粤港澳三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有缓和的趋势，有消息指澳门当局正研究6月中逐步恢复有限度通
关。由于永利澳门专注于高端市场，预期将较受惠于通关初期高端市场的较快复苏，加上估值吸引，建议关注。

 中海油 (883 HK) – OPEC+同意延长创纪录的减产协议至7月底，加上憧憬经济复苏，刺激油价上涨。内地消费基本恢
复正常，欧美陆续复工，全球原油需求进入回升周期，市场情绪大幅回暖，推动4月下旬以来油价持续回升。随着产油
国减产的持续推进，假设欧美疫情不出现反复，预计持续去库周期有望于6-7月启动，推动下半年油价持续回升，年底
布油有望回升至50美元/桶区间，专注上游业务的中海油对油价变化最为敏感，业绩弹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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