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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登 赢 得 美 国 大 选 概 率 逐 步 上 升  

 由于对疫情和抗议活动处理不当，目前特朗普落后拜登支持率约 9 个百分点，后者赢得 11 月大选的概率逐步

上升，未来摇摆州的选情成为关键。特朗普若连任预计将继续扩大政府债务、维持鹰派贸易政策，但短期美

国经济或更快复苏；而如果拜登上台或将减缓财政赤字增速、开放自由贸易，为美国经济带来长期稳定发

展。虽然两党对于推出 “万亿” 级别基建计划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但融资问题有待解决。由于拜登高龄竞选

叠加抗议活动爆发，同为 “中间派” 的非裔女性哈里斯或成其竞选搭档的最佳人选，但仍需警惕 “进步派” 沃
伦上台的可能性。若特朗普/彭斯组合连任，预计将对美国资本市场形成相对利好；若拜登/哈里斯上台，税率

上升的隐患预计将压制美股表现；而拜登/沃伦组合或对医疗、金融、科技行业形成更大冲击。 

 美股因美国独立日假期今天休市；美国非农职位 6 月新增 480 万个，较预期多近 50%，为有记录最高单月增

幅；美国 6 月失业率从 13.3%回落至 11.1%；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降至 142.7 万，高于预期；白

宫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新冠病毒或已变种，传染力更强；中汽协：内地 6 月汽车行业销量同比增 11%；上

汽集团拟收购神州租车 28.92%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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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票  
新冠肺炎疫苗研发传出正面消息，

周四港股于假期后复市大涨近七百

点，重返 25,000 点关口。北向资

金支持 A 股造好，沪指升至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后的新高。美国 6 月

非农业就业数据及失业率优于预

期，欧美股市上升。周五美股因美

国独立日假期休市。 

外 汇 / 商 品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创新高，

有避险资金流入金市，纽约 8 月期

金收盤漲 0.57%至 1,790.0 美元/盎
司；美国就业数据胜预期，纽约期

油收盘涨 2.1%至 40.65 美元/桶。 

固 定 收 益  
美国 6 月就业数据好于预期，美债

收益率周四尾盘下跌，10 年期美

债收益率报 0.67%。美国将于周五

开始长周末假期，建议密切关注期

间的疫情相关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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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美国 6 月非农业就业数据及失业率优于预期，美股早盘造好，加上辉瑞 (PFE US) 有份参与研发的新冠肺炎

疫苗早前传出正面消息，带动欧洲股市周四上升。截至收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报 6,240 点，升 1.34%或

82 点；德国 DAX 指数收报 12,608 点，涨 2.84%或 347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报 5,049 点，升 2.49%或

122 点。 

 受惠于经济重开，美国 6 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 480 万，为 1939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单月增幅，并远较预期的

323 万人为高；失业率从 13.3%回落至 11.1%，优于预期的 12.5%。数据刺激美股早盘上扬，道指曾大涨

469 点。不过，美国的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确诊宗数创历来最多，病例数首次超过 5 万例，佛罗里达州单日新

冠病毒新增个案破纪录首次突破一万宗，市场再度忧虑疫情升温，道指尾盘升幅显著收窄。截至收盘，道指

仅涨 92 点或 0.36%，报 25,827 点；纳指升 0.52%，报 10,207 点，再创收盘纪录新高；标指则涨 0.45%，

收报 3,130 点。标普 11 个板块 9 个上涨，原材料板块涨幅较大，涨 1.85%。有份参与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较

早前传出正面消息的辉瑞股价续涨 2.28%，仅次于涨 2.69%的沃博联 (WBA US) 为升幅第二大的道指成份

股。美股因美国独立日假期周五休市。 

  

欧美主要指数  亚太主要指数 

指数 收盘点位 1日涨跌 (%)  指数 收盘点位 1日涨跌 (%) 
道琼斯  25,827.4  0.4  日经 225  22,146.0  0.1 

标普 500  3,130.0  0.5  标普/澳证 200  6,032.7  1.7 

纳斯达克  10,207.6  0.5  韩国 KOSPI  2,135.4  1.4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96,235.0  0.0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0,551.7  1.2 

欧元区斯托克 50  3,320.1  2.8  台湾台股指数  11,805.1  0.9 

英国富时 100  6,240.4  1.3  印尼雅加达综合  4,966.8  1.1 

法国 CAC 40  5,049.4  2.5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36.3  1.4 

德国 DAX 30  12,608.5  2.8  新加坡富时海峡  2,636.7  1.0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248.3  2.9  越南证交所指数  842.4  (0.1)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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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股 市 场  

 美联储表明未来维持高度宽松货币政策，加上新冠肺炎疫苗研发传出正面消息，周四香港回归假期后及下半

年首个交易日大涨近七百点，重返两万五关口。昨日恒指高开高走，A 股表现强劲，港股跟随强势上涨，并

以全日最高位收盘。恒指收报 25,124 点，上涨 697 点 (+2.85%)，主板成交上升至 1,759.9 亿港元，大市上

升个股比逾 6 成。大盘蓝筹普遍上涨，腾讯 (700 HK) 和港交所 (388 HK) 续创新高，收盘分别涨 4%和

6.1%；国寿 (2628 HK) 为涨幅最大蓝筹，全日涨 9.7%。盘面上，A 股成交火热带动券商股受追捧，其中光

大证券 (6178 HK) 飙 27%；多家内地房企上月销售表现强劲，内地房地产股大涨，其中融创 (1918 HK) 涨
14.5%、旭辉 (884 HK) 涨 13.7%创逾两年高；此外，二线物业管理股也受追捧，其中高银城生活 (1922 
HK) 及蓝光嘉宝 (2606 HK) 分别涨 24.7%和 15%。 

 中美博弈和二次疫情将给市场持续带来不确定性，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并不支持美国重启大范围贸易争

端。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美国二次爆发概率正在增加，经济前景存在很大变量，预期美国继续加推刺激措施支

持当地经济。美股在高估值下预期波动开始增多，料会扰动环球股市表现。市场观望美国在港区国安法实施

后有何回应，或对港股有所扰动。昨日港股市大涨，从板块的表现来看，传统经济板块如地产，保险，银行

等领涨，预计新经济公司估值处于历史高位下，传统经济中的蓝筹性价比将会提升，估值较高的新经济龙头

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但增量资金的选择料会愈趋于平衡。虽然市场向上有海外风险因素频繁扰动，但向下

却有基本面和流动性支撑。中美隔阂推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加速回归香港已成定局，也有助港股情绪。外围

不确定风险增加，但最近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正在复苏的道路上，建议投资者把握内地经济复苏及政策红利带

来的确定性，关注新旧基建、游戏、互联网电商、消费电子、房地产、必选龙头等核心细分行业。 

  

港股主板五大表现强弱板块*/个股 恒生指数 

板块 1 日涨跌 (%)  板块 1 日涨跌 (%) 
 

房地产 5.6  医疗保健 1.5 

信息技术 5.5  日常消费品 1.9 

通信服务 3.8  公用事业 2.0 

金融 3.7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2.2 

原材料 3.6  工业 3.0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正干金融 (1152 HK) 72.2  川能投发 (1713 HK) (34.5) 

融信资源 (578 HK) 57.1  环亚国际 (2908 HK) (22.4) 

中国上城 (2330 HK) 52.7  中国投融资 (1226 HK) (20.0) 

远东控股 (36 HK) 51.4  宏光照明 (6908 HK) (20.0) 

瑞鑫国际 (724 HK) 37.5  IDG 能源 (650 HK) (19.6)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根据 GICS 分类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华领医药 (2552 HK; 8.07 港元; 目标价: 10.34 港元) 又传来好消息。公司宣布其 dorzagliatin 

(HMS5552) 与二甲双胍联合用药的关键 III 期注册临床研究 (HMM0302) 在 24 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在二甲双

胍足量治疗失效的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试验中达到主要疗效和安全性终点。继 DPP-4 和 SGLT-2 组合获得令人鼓舞的

PhI 数据之后，这是公司在最近宣布 SEED (HMM0301) 在 52 周试验期间 dorzagliatin 改善了患者的 HOMA2－



 
产品及投资方案部 I 市场动态 I 2020 年 7 月 3 日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A 股 市 场  

 周四陆股通于暂停两日后重启，北向资金支持 A 股造好，全日净流入 171 亿元人民币，午后金融股更全面造

好，带动沪指升至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的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 2.13%，报 3,090.57 点；深证成指涨

1.29%，报 12,269.49 点；创业板指涨 0.20%，报 2,424.39 点。两市成交放量至 10,801 亿元人民币，是今

年 3 月 10 日以来成交首次冲破万亿关口。盘面上，券商板块集体爆发，招商证券 (600999 CH) 及国金证券 
(600109 CH) 等多股涨停。另外，保险、机场航运板块涨幅居前，医疗器械服务、养殖板块逆市下跌。 

 

陆股通五大表现强弱板块*/个股 上证综指 

板块 1 日涨跌 (%)  板块 1 日涨跌 (%) 
 

金融 4.0  医疗保健 (0.7) 

房地产 3.8  公用事业 0.8 

能源 2.4  通信服务 0.8 

原材料 1.9  信息技术 1.2 

日常消费品 1.8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3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新疆天业 (600075 CH) 10.1  *ST 美都 (600175 CH) (10.0) 

泰禾集团 (000732 CH) 10.1  利欧股份 (002131 CH) (10.0) 

世联行 (002285 CH) 10.0  大博医疗 (002901 CH) (8.9) 

华钰矿业 (601020 CH) 10.0  广联达 (002410 CH) (7.7) 

格力地产 (600185 CH) 10.0  深物业 (000011 CH) (6.2)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根据 GICS 分类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6 月重卡销量再超预期，高景气度或将持续。第一商用车网报道，2020 年 6 月内地重卡市场预计销售各

类车型 16.5 万辆左右，环比下跌 7.9%，但同比大增 59%，创 6 月销量历史记录。我們上调全年重卡销量预测至 125
万辆以上 (前值为 118 万辆)。6 月重卡继续保持高景气度，根据我们的产业链调研，7 月重卡企业的订单和排产状态

仍然较为饱满。在国三提前淘汰、基建刺激、天然气重卡渗透率提升等因素助力下，重卡行业高景气有望持续。我们

继续重点推荐受益于高端车型放量、天然气车型旺销的中国重汽 (000951 CH)；重点推荐受益于竞争格局优化、长期

价值被低估的潍柴动力 (000338 CH)。此外，在国六后处理产业链上，我们重点推荐中重型发动机排气再循环 
(EGR) 系统龙头银轮股份 (002126 CH)，后处理系统综合供应商威孚高科 (000581 CH)；建议关注有望实现蜂窝陶

瓷进口替代的国瓷材料 (300285 CH)。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产品及投资方案部 I 市场动态 I 2020 年 7 月 3 日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免责声明请参考封底 

外 汇 / 商 品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创新高，有避险资金流入金市。纽约 8 月期金收盤漲 0.57%至 1,790.0 美元/盎
司。 

 美国就业数据胜预期，利好国际油价周四上涨。纽约期油收盘涨 2.1%至 40.65 美元/桶；伦敦布兰特期油收

盘涨 2.6%至 43.14 美元/桶。 

主要外汇商品 
 上日收盘 1日变动 (%) 5日变动 (%) 年初至今涨跌 (%) 保力加通道 (上端) 保力加通道 (下端) 彭博预测* 潜在升/跌幅 (%)* 
美元指数 97.32 0.1 (0.1) 1.0 97.89 96.20 96.80 (0.5) 

美元兑人民币^ 7.067 0.1 (0.1) (1.5) 7.108 7.050 7.05 0.2 

美元兑日圆 107.50 (0.0) (0.3) 1.0 108.71 106.09 107.00 0.5 

欧元兑美元 1.124 (0.1) 0.2 0.2 1.136 1.117 1.14 1.4 

英镑兑美元 1.247 (0.1) 0.4 (6.0) 1.278 1.226 1.26 1.1 

澳元兑美元 0.692 0.1 0.5 (1.4) 0.700 0.681 0.68 (1.8) 

纽约期金 1,790.0 0.6 1.6 17.5 1,809.1 1,680.3 1,680.00 (6.1) 

纽约期油 40.7 2.1 5.0 (33.4) 41.3 36.4 36.10 (11.2) 

彭博商品指数 65.6 0.7 3.4 (18.9) 65.6 63.1 NA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2020 年彭博综合预测         ^在岸人民币汇价 

 

 

固 定 收 益  

 债市新闻：美国 6 月就业数据好于预期，美债收益率周四尾盘下跌，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报 0.67%。美国将于

周五开始长周末假期，建议密切关注期间的疫情相关消息。 

 惠誉将富力地产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评级从 BB-下调至 B+，展望 “稳定”。 

债券市场指数 

  现时  1日涨跌 
(%) 

年初至今 
(%)   现时 

(%) 
1日涨跌 

(基点) 
年初至今 

(基点)   现时 1日涨跌 
(%) 

年初至今 
(%) 

中国境内债 
(人民币) 195.69 0.04 2.63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15 (0.77) (141.65)  美国投资级指数 505.85 0.30 5.62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5.27 0.09 3.67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0.67 (0.65) (124.82)  美国高收益指数 663.67 0.43 (3.09)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319.37 0.26 1.84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43 0.40 (96.24)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93.29 0.04 5.99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342.44 0.26 2.58  10-2年 

美债利差 0.52 0.12 16.83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8.05 0.31 (5.86)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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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主要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i) 本研究报告所表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上述每位分析师个人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

的看法；(ii) 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尔日后 6 到 12
个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以报告发布尔日后的 6 到

12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 (或行业指数)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

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其中：A 股市场以沪

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 (针对协议

转让标的) 或三板做市指数 (针对做市转让标的) 为基

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 5%～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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