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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关注海外疫情反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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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itymapper、中信证券

 美国疫情仍存风险，且复工复产虽然
在持续，但经济恢复仍较为缓慢。一
方面，美国疫情可能压制市场情绪，
截至2020年6月19日，美国日新增病
例达到33,611例，突破前期的2.5-3.0
万例平台范围。另一方面，在疫情的
约束下，总体复工复产进度受到影响，
进度有限，从城市交通活跃指数可以
看出，欧洲大部分城市都恢复到了正
常水平的30%-50%之间，但美洲的
城市大多还只有正常水平的10%-
20%水平，整体经济活动规模恢复仍
有限。

 另一方面，从疫情影响最大的餐饮行
业数据也能看出，美国的经济回复速
度较慢。根据Opentable统计，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店就餐预定情况已
经恢复到往常的-20%左右水平，但
美国仍处于-60%到-70%水平，并且
恢复斜率很小。

美洲城市CMI指数仍明显小于欧洲

欧洲的餐饮恢复也明显好于美洲地区

资料来源：Opentable、中信证券

(%)



海外宏观：关注海外疫情反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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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中信证券 截至19/6/2020

 当前阶段下，海外疫情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风险变量。从当前日增确诊数据当中，全球于上升通道当中。海外疫情日增
确诊此前已经达到在12~14万的台阶，而t前周日均确诊达到161,730 例，似已攀上新的台阶。

 在此情况下，美国共和党为了呵护经济，冒风险重启美国经济，也导致了共和党控制的“红州”开始出现明显的疫情
反复，甚至日增确诊病例已创出新高，尽管当前在我们的基准假设当中，美国疫情不会“二次爆发”，但可能持续处
在确诊的高位上。这对于美国重启经济将产生较明显的抑制作用。

6月海外日增确诊爬升了一个台阶 共和党控制的“红州”疫情已明显反复，日增确诊新高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截至19/6/2020
注1：“红州”指的是由共和党主导的州，“蓝州”指由民主党主导的州；
注2：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州划分按照州长所属党派划分。



内地宏观：基建及地产销售投资迅速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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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以来，内地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均呈现出显着的V型修复走势。5月基建投资增速已经显着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水
平。疫情过后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亦超出前期市场的预期。从2009年的经验看，基建和地产的反弹是基本面迅速修复的
前瞻指标，对利率形成一定压力。

 如果我们乐观预期全年基建投资15%的增速，那么对应的老口径基建投资增量约为2.7万亿左右，直接拉动的GDP增速
不到2.7%，对经济的刺激力度若对标历史，大概是2013-16年的水平。这个数字相比于过去20年的基建刺激力度并不
算大，远不及2009年。这就意味着，在我们不走老路的前提下，基建对于总需求或者经济基本面的提振已经有所减弱。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基建投资大幅反弹 地产销售投资迅速回温

(%) (%)



内地宏观：基建及地产销售投资迅速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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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基建投资可能依旧保
持强势，但也不宜太过高
估。2020年6月初至今，
多数厂家反映市场水泥产
销同比增幅与5 月相差不
大。考虑到本月南方地区
多有暴雨，可能也会对施
工和投资形成一定的阻滞。
因此，预计6月基建投资
的增长斜率或有阶段性放
缓，短期内可能形成一定
的预期差。

 相比于基建和地产，其他
经济需求的修复之路并不
顺畅。消费距离常态化仍
有距离，一方面缘于疫情
的反复和持续冲击，另一
方面缘于居民收入下滑的
制约。目前来看，这两方
面问题对消费的影响将会
比市场前期的预期更加持
久。制造业方面，利润亏
损和外贸的不确定性始终
压制企业资本开支的意愿，
制造业投资的修复斜率已
经放缓。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水泥产量季节图表 地产建筑工程投资同样表现强势

消费增速修复有限 制造业投资修复缓慢

(%)

(%)(%)

(万吨)



市场策略：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6/6/2020 

 港股策略：近期，港股再融资引起市场关注，行业层面看，历史

上传统的可选消费、金融、房地产、工业等对“资本需求”较高

行业的再融资次数也较多。本次地产和物业的上市公司配售最为

集中。与历史有所不同的是，本轮再融资多由“结构性”高估值

板块推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物业服务板块，今年以来累计涨幅

40%，相关公司在“再融资”市场活跃。目前，再融资对市场不

构成整体压力。对比2014-15年，两年的再融资规模达到6,094和
5,304亿港元，目前为止，港股再融资数量为181次，融资总额

600亿港币，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但配售后，相关公司股价将

在未来一年承压。

 A股策略：我们认为海外风险扰动因素和国内资本市场都已经进

入微妙的平衡期，需密切关注四大打破当前平衡的因素所引发的

连锁反应。如果疫情反复开始影响投资者对于经济反转复苏节奏

的预期，或者更频繁的中美博弈会威胁到中美贸易协议的执行，

这两大外部因素都将诱发海外市场大幅动荡。对于国内市场，抱

团股将逐步进入流动性的紧平衡状态，而7月又是二季度经济和

半年报的验证期，基本面和流动性预期都将面临再平衡。经济短

期的超预期恢复将改变当前各行业板块相对景气格局以及投资者

对未来流动性的预期，而新发基金规模放缓则会导致前期抱团板

块资金接力放缓，上行动力不足。这两大内部因素都会打破当前

国内市场结构分化的格局。尽管内外部微妙的平衡都有可能被打

破，但我们认为三季度任何的调整和结构松动，都是新的入场时

机，也是下半年最佳的配置时机。展望7月，我们延续前期的主

线配置 (新旧基建和科技白马)，并建议重点关注中报预告期享受

高确定性溢价的消费和医药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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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目前再融资对市场未构成整体压力
A股: 密切关注四大破局因素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4/6/2020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內地乘用车行业：豪华品牌持续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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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豪华车品牌零售销量为29.3万辆 (含进口车)，同比增长15.0%，好于乘用车整体的-8.2%，实现连续两月
同比正增长。分品牌来看，BBAL维持双位数的同比增速，特斯拉月度销量再度破万。豪华品牌消费快速回暖，短期受
益于一二线城市的豪车消费拉动，长期则受益于消费升级。继续推荐经营管理能力优秀的豪华品牌经销商，以及特斯
拉产业链核心标的。

资料来源： Thinkercar、中信证券 注：十三大豪华品牌包括奔驰、宝马 (含MINI)、奥迪、保时捷、雷克萨斯、
讴歌、英菲尼迪、沃尔沃、捷豹路虎、凯迪拉克、林肯、玛莎拉蒂、特斯拉

2019-20年5月中国豪华品牌零售销量 (含进口) 及增速

2014年-2020年5月中国零售市场豪车品牌渗透率

(万辆）

 国内豪车消费在5月持续回暖，
继续跑赢乘用车大市。2020
年5月，豪华车品牌零售销量
为29.3万辆 (含进口车)，同
比增长15.0%，好于乘用车
整体的-8.2%，实现连续两月
同比正增长，豪华品牌的市
场渗透率达到18.4%，同比
提升3.7%。预计2020年6月
后月度销量有望持续保持双
位数的正增长。进口车方面，
受德国、美国、意大利等海
外疫情的持续影响，5月进口
车的零售销量为8.7万辆，同
比下滑9.3%，较上月的-1%
有明显扩大。

资料来源： Thinkercar、中信证券



內地乘用车行业：豪华品牌持续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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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消费升级是底层驱动力，豪华品牌持
续受益。疫情短期对高收入人群影响较小，
豪车消费需求依旧坚挺。2020年4月，深
圳 (33.8%)、杭州 (32.7%)、北京
(31.2%)、上海 (31.1%) 等一二线城市豪
华品牌市场份额均已超过30%。此外，疫
情后出台汽车消费刺激政策的地区主要集
中于一二线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消费能
力较强，政策红利有望推动豪车消费进一
步增长。中国豪车渗透率自2016年 (9.3%)
以来每年稳步提升1-2个百分点，随着中
国消费者支付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豪华品
牌入门级车型推广带来的售价下移，将对
豪华品牌渗透率有较强拉动作用，中国豪
华品牌的渗透率有望逐步提升至20%以上。

 豪华品牌消费快速回暖，豪华品牌经销商
短期受益于一二线城市的地方消费刺激政
策，长期受益于消费升级，以及豪华品牌
入门级车型的推广，重点推荐：中升控股
(881 HK)、美东汽车 (1268 HK)、永达汽
车 (3669 HK)。此外，作为新兴豪华品牌，
特斯拉受益于Model 3国产，月销量快速
过万，继续重点推荐特斯拉产业链核心标
的如拓普集团 (601689 CH)、均胜电子
(600699 CH)、银轮股份 (002126 CH)、
三花智控 (002050 CH)、宁德时代
(300750 CH) 等。

资料来源： Thinkercar、中信证券

资料来源： Thinkercar、中信证券

2020 年1-5月豪华品牌（含进口车）分品牌零售销量统计（单位：辆）

2020 年4月一二线城市豪车渗透率



內地水泥行业：特别国债明确基建用途

 据第一财经报道，上周抗疫特别国债成功发行，2020年7 月底前将完成1万亿元 (人民币，下同) 特别国债发行任务，
地方正式启动了特别国债申报，并明确了特别国债的申报用途。特别国债申报项目分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抗疫相关
支出两大类，其中“1万亿元中，用于基建项目额度是7,000亿元，需要一定收益，这笔资金允许做项目资本金。用于
抗疫相关支出额度是3,000亿元”。先前市场对于抗疫特别国债用途存在分歧，本次报道与我们先前判断所一致。

 考虑7,000亿特别国债投入基建额度中有一部分为抗疫基础设施等因素，我们维持特别国债用于传统基建规模约5,000
亿的判断，预计将带动基建增速回升至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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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中信证券

新增中长期贷款累计同比和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左) (右)



內地水泥行业：基建地产发力下5月水泥产量创新高

 受益基建、地产等下游全面复苏及积压需求集中释放，5 月水泥产量同比+8.6%，环比+11.3%，单月水泥产量创历史
新高。今年下半年，考虑积压需求持续释放，以及逆周期调节下投资强度继续复苏，我们预计水泥需求继续回升；价
格上看，北方区域料持续趋强，华东华南价格料保持高位；从盈利上看，由于一季度需求从淡季后移至旺季，企业盈
利同比料有更好表现。区域上 一) 推荐需求长期稳健，预计在七月底八月初雨水扰动后继续受益需求复苏的华东、华
南区域，二) 推荐需求在扶贫及基建“补短板”驱动下年内保持强势、且供给格局改善的西北区域，关注需求与基建
相关性较高、价格仍有提升空间、但仍有疫情防控压力的京津冀区域，以及 三) 关注受益发展一揽子政策的湖北区域。

 建议关注: 一) 需求稳健，且在赶工潮下出货维持高位、库存偏低、价格率先回升的华东、华南区域，继续关注海螺水
泥 (914 HK；600585 CH)、华润水泥 (1313 HK) 等；二) 需求与基建相关性更高、价格仍有上升空间的部分北方 (西
北、京津冀等) 区域，关注祁连山 (600720 CH)、天山股份 (000877 CH)、西部水泥 (2233 HK)、冀东水泥 (000401 
CH)；三) 关注受益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的华新水泥 (600801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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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单月水泥产量及水泥价格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中信证券

(万吨)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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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16.86 17.00 0.8 - - NA 8.1 0.1 6.2 110.4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75 42.55 53.40 25.5 30.0 23.1 1.2 7.1 1.4 (1.4) 49.6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462 36.40 45.00 23.6 40.6 29.9 1.7 12.4 0.6 (2.3) 16.3

信义玻璃 (868 HK) 09/06/20 玻璃 165 9.32 11.10 19.1 9.5 8.0 3.8 1.6 5.2 (1.6) 3.1

吉利汽车 (175 HK) 12/05/20 汽车 725 12.64 13.93@ 10.2 12.7 10.5 1.4 1.7 1.9 1.0 (3.4)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205 13.02 18.30 40.6 10.5 9.5 1.4 0.8 3.1 (0.6) (6.1)

中海油 (883 HK) 08/06/20 石油 1,381 8.70 10.50 20.7 23.8 11.2 NA 0.8 3.3 (2.6) (6.8)

永利澳门 (1128 HK) 08/06/20 澳门博彩 195 13.52 19.82 46.6 NA 17.5 NA NA 1.9 (4.8) (7.0)

中联重科 (1157 HK) 05/05/20 机械 80 5.78 7.36@ 27.3 7.7 6.9 0.7 0.9 5.7 (6.5) (8.1)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845 33.55 66.00 96.7 4.5 3.7 0.2 1.3 4.7 (4.3) (29.9)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6/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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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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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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持股比例仅
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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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义玻璃 (868 HK) – 2019年上半年有一次性收益之下，公司发布2020年上半年盈利预减已在市场预期之内，但业绩
比市场预期好。旗下信义光能 (968 HK) 业绩较市场预期好，加上需求加速和市场容量减少、5月份浮法玻璃价格大幅
反弹。未来房地产竣工恢复，我们认为此势头有望延续到下半年高峰季节，V型反弹可期。公司现估值不高，而下半年
业绩有望回升。

 吉利汽车 (175 HK) – 6月17日晚间，吉利汽车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批准可能发行人民币股份及于科创板上市的初步
建议。A股内地汽车板块目前的估值较H股估值为高，相信吉利回内地上市，可提升市场估值水平。我们预期吉利二至
三季度的销量复苏会引来市场的估值上调。继4月销量同比转正增长2%后，吉利5月销量同比大涨20%，环比增长3%，
回暖迹象明显。旗下高端品牌领克汽车5月总销量为12,950辆，同比上涨约41%，环比上涨约27%，单月销量创6个月
以来新高，可望带动公司平均售价及毛利率上升。

 华泰证券 (6886 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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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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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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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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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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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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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重科 (1157 HK) – 今年3月以来，内地挖掘机销售保持良好势头，在3月、4月分别创下当月销量历史新高。而在传
统旺季尾部的5月，中国工程机械协会6月8日公布数据显示，挖掘机销量达3.17万台，同比增长68%。挖机销量持续高
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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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受惠于降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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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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