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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疫 情 二 次 爆 发 冲 击 体 现 在 经 济 预 期 修 正 下 的 传 导  

 新冠疫情在美国二次大规模爆发的趋势正在形成。截至 7 月初，美国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已经连续数日突破 5
万人次，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尽管美国白宫多次表示即使疫情再次反复，美国经济也不会宣布类似 3 月

时的大面积停工停产，但是我们认为疫情持续扩散对美国消费需求的抑制会持续存在，并且目前市场预期尚

未对此有所定价。未来美国疫情扩散的二次冲击更可能体现在经济基本面预期修正下的传导，这可能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市场短期难以大幅下跌的原因在于，投资者相信美联储如此大规模的宽松政策在未来相当长时

间仍会维持。预计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最早要到 2021 年中期，下半年美国大选对财政政策后续推行力度或

有扰动。然而，美国实体经济乏善可陈，高频经济指标已显现出经济的恢复程度低于此前预期。经济增长预

期的向下修正料最终会令流动性推动的资产价格上涨行情孤木难支。 

 美国正式展开退出世卫程序，一年后生效；美联储副主席：宜推更多刺激经济措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

人士透露中美计划在 8 月中旬通电话，谈贸易协议；白宫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称美国仍深陷第一波疫情，年

轻人面临风险；美国劳工部 JOLTS：5 月职位空缺增至 539.7 万个，预期为减少；德国 5 月工业生产上升

7.8%，较预期的 10%升幅为低；欧盟委员会下调经济展望，预期今年欧元区 GDP 萎缩 8.7%；中国 6 月外汇

储备增 106 亿美元，连升 3 个月；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迪士尼：美国佛州主题

公园如期周六重开；港铁盈警，料上半年亏损约 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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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票  
周二券商股转弱拖累 A 股先涨后

回，沪指收盘升幅明显收窄。加上

市场忧虑香港爆发新一轮疫情，恒

指跌 363 点，终止四连升。德国 5
月份工业生产升幅逊预期，加上欧

盟委员会下调欧元区经济展望，拖

累欧股回吐。市场忧虑美国疫情恶

化，美股回落，道指挫 396 点。 

外 汇 / 商 品  
周二早间离岸人民币则最高升至

6.9965，时隔四个月首次升至 “7” 
以下。虽然近期美国疫情反复及全

球仍面临秋季 “二次疫情” 的冲击，

但除非疫情难以控制，否则推动美

元指数再进一步抬升至 100 左右的

动力相对不足，这将支撑人民币汇

率在目前水平延续相对平稳走势；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纽约期金 6 月

底以来再重上 1,800 美元水平。 

固 定 收 益  
美国新病例数不断攀升，美债收益

率周二下跌，10 年期美债收益率

报 0.64%。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

走低也为美债带来避险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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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德国 5 月份工业生产升 7.8%，逊于市场预期的 10%；另外，欧盟委员会下调经济展望，预期今年欧元区

GDP 萎缩 8.7%，5 月时预测为萎缩 7.7%，周二欧股回吐，科技股受压。截至收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报

6,189 点，下跌 1.53%或 96 点；德国 DAX 指数收报 12,616 点，回落 0.92%或 116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

报 5,043 点，下挫 0.74%或 37 点。 

 美国于周一最少 38 个州疫情再度恶化，有部分州分收紧封锁措施，市场重新聚焦疫情发展，拖累周二美股回

落。虽然微软 (MSFT US) 和苹果 (AAPL US) 等大型科技股连续第二日创盘中新高，一度带动纳指再破

顶，不过其后科技股触顶回落，拖累纳指翻绿，结束五连升走势。截至收盘，道指挫 396 点或 1.51%，报

25,890 点；纳指跌 0.86%，收报 10,343 点；标指反复跌 1.08%，报 3,145 点，与纳指同告终止连升 5 个交

易日走势。标指 11 个板块 10 个下跌，只有核心消费品指数逆市涨 1.01%；能源及金融指数跌幅较大，分别

下跌 3.18%和 2.07%。受疫情影响，波音 (BA US) 跌 4.81%，为跌幅最大道指成分股。金融拖低大市，高

盛 (GS US) 及美国运通 (AXP US) 跌 3.86%和 3.70%。沃尔玛 (WMT US) 将在 7 月推出 Walmart+提供当

日达服务，股价升 6.78%，为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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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0.2  (1.5)  日经 225  22,614.7  (0.4) 

标普 500  3,145.3  (1.1)  标普/澳证 200  6,012.9  (0.0) 

纳斯达克  10,343.9  (0.9)  韩国 KOSPI  2,164.2  (1.1)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97,761.0  (1.2)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10,799.7  0.3 

欧元区斯托克 50  3,321.6  (0.8)  台湾台股指数  12,093.0  (0.2) 

英国富时 100  6,189.9  (1.5)  印尼雅加达综合  4,987.1  (0.0) 

法国 CAC 40  5,043.7  (0.7)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566.7  (0.6) 

德国 DAX 30  12,616.8  (0.9)  新加坡富时海峡  2,661.4  (1.0)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1,247.8  0.1  越南证交所指数  863.4  0.3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沃尔玛 (WMT US): 美国新闻网站 Recode 报道，零售商沃尔玛本月将在美国推出付费会员服务计划

Walmart+，正式与亚马逊的 Prime 客户计划展开竞争。报道指参加 Walmart+计划年费为 98 美元，会员得到的服务

包括即日送货承诺、加油价格折扣及其他优惠。亚马逊的 Prime 客户计划推出 15 年，至今拥有 1.5 亿个用户，年费

为 119 美元；用户除得到免费送货服务外，还可观看 Prime 网上视频，以及获亚马逊旗下超市 Whole Foods 购物折

扣等。受美国新冠疫情的影响，零售店需要在线下控制店内顾客人数不能过于聚集，客流量将会下滑，但线上购物可

能迎来可观增长，疫情进一步推动了零售商进行数字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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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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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股 市 场  

 周二 A 股先涨后回，市场忧虑香港爆发新一轮疫情，以及美期亚洲时段回吐，港股四日累计涨逾 2,000 点后

昨日显著回吐。昨日恒指高开高走，早盘曾涨 443 点至 26,782 点，创 3 月 5 日以来新高。但随后走势转

弱，午后沽压加深。恒指收盘跌穿 250 天均线及 26,000 点关口，收报 25,975 点，跌 363 点 (-1.4%)，大市

下跌个股比例逾 6 成。市场交投仍畅旺，主板成交高达 2,399.6 亿港元。大盘蓝筹个别发展，港交所 (388 
HK) 盘中创新高后收盘回吐 1.6%。盘面上，香港本地股受疫情再爆发拖累普遍下跌，其中香港地产股、个别

本地零售股及澳门博彩股受压；内地房地产股有回吐，但物业管理逆市上涨，其中碧桂园服务 (6098 HK) 收
盘飙 13%；最近大涨的中资券商、硬件、半导体股昨日回调较深；多只二线科技股逆市走高。 

 市场忧虑香港爆发新一轮疫情，预期短线利淡香港本地相关板块表现。虽然最近大涨的旧经济股昨日有回

吐，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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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高，我们建议适当增配大金融中的房地

产、景气改善的可选消费板块如汽车及零部件、以及落后的基建等。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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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港股连涨四日后昨日如预期有回吐，但中美隔阂推动美国

上市的中概股加速回归香港已成定局，加上大型新经济股预期在 8 月染蓝，料继续有助港股情绪及构筑底

部，从技术走势看恒指在 25,100 点有较强支持。但恒指 2020-21 年彭博平均预测市盈率为 11.1 倍，上升动

力料放缓。今明两天市场关注内地公布的 6 月份经济数据。虽然中美博弈和二次疫情增加外围的不确定风

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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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疗保健 1.8  信息技术 (3.0)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1  房地产 (2.8) 

日常消费品 (0.1)  能源 (2.4) 

原材料 (0.1)  通信服务 (1.1) 

工业 (0.7)  金融 (0.9)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阳光油砂 (2012 HK) 50.9  智中国际 (6063 HK) (46.8) 

创升控股 (2680 HK) 47.7  平安证券 (231 HK) (37.5) 

中信大锰 (1091 HK) 43.4  冠华国际 (539 HK) (30.0) 

益华控股 (2213 HK) 35.8  世纪睿科 (1450 HK) (28.0) 

天长集团 (2182 HK) 34.7  香港资源 (2882 HK)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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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汽车 (175 HK) 6 月销量同环比增长，自主龙头地位显著。2020 年 6 月吉利汽车销量合计 11.01 万

辆 (含领克)，同比+21.2%，环比+1.2%。领克品牌汽车销售实现 7 个月以来最高水平，实现销量 1.32 万台，同比

+41%。近期发布公告，管理层正在与沃尔沃汽车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初步探讨，以探讨通过两家公司的业务合并进行

重组的可能性；以实现成本结构和新技术开发的协同作用，应对未来的挑战，但目前尚未公布建议交易的具体时间表

或详细计划。探讨沃尔沃整合可能，有助估值修复。公司根据浙江证监局公告，吉利赴科创板上市已经启动，最快本

月完成 A 股上市辅导。短期看，疫情对行业销量有明显冲击，Q2 豪车销量虽然快速恢复，但自主品牌的购车需求恢

复较慢，预计下半年有望集中爆发。伴随着终端优惠回收、新车投放等，公司单车售价、盈利能力有望持续回升。公

司探讨和沃尔沃的整合可能，有望打造全球领先的汽车集团，在成本结构、研发投入方面有协同效应，有助公司估值

提升，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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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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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市 场  

 周二内地股市早盘持续上日强势，沪指高开走高，盘中曾突破 3,400 点关口，但其后券商股转弱翻绿，拖累

沪指触顶回落，升幅明显收窄，不过仍保持六连升走势。截止收盘，沪指报 3,345.34 点，涨 0.37%；深成指

报 13,163.98 点，涨 1.72%；创指报 2,591.26 点，涨 2.44%。两市成交合计增加逾 11%至 1.74 万亿元人民

币，连续四日破万亿元，续创 5 年新高。北向资金净流入金额有所回落，为 98 亿元人民币，终止连续三天逾

百亿净流入走势。盘面上，券商股近日暴涨，连续涨停，多家证券公司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券商股回吐拖低大市，兴业证券 (601377 CH) 及广发证券 (000776 CH) 分别下跌 5.61%和 4.50%。

白酒板块接力领涨大市，贵州茅台 (600519 CH) 及五粮液 (000858 CH) 分别上涨 5.50%和 4.70%。另外，

烟草、消费电子、免税板块涨幅居前，煤炭、保险、电力板块逆市下跌。 

 近期人民币汇率明显走强，7 月 7 日早间离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曾升破 “7”，我们认为这反映出了中国资产在

现阶段全球经济疫后重启阶段中的相对价值，且趋势有望延续，海外资金也有望在流动性及风险偏好的修复

下进一步流入中国资本市场。此外，汇率的升值也为货币政策未来进一步的“宽信用”提供了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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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常消费品 3.1  房地产 (1.1) 

医疗保健 2.3  金融 (1.0) 

信息技术 2.1  公用事业 (0.6) 

通信服务 2.1  能源 (0.6) 

工业 1.5  原材料 1.1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我爱我家 (000560 CH) 10.1  *ST 美都 (600175 CH) (9.1) 

郑州银行 (002936 CH) 10.1  南京证券 (601990 CH) (6.1) 

腾邦国际 (300178 CH) 10.1  兴业证券 (601377 CH) (5.6) 

云南城投 (600239 CH) 10.1  天广中茂 (002509 CH) (5.6) 

神火股份 (000933 CH) 10.  同花顺 (300033 CH)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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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亞迪 (002594 CH; 83 元人民币) 6 月销量符合预期，下半年景气上行。公司发布 2020 年 6 月汽车销

量快报，新能源汽车月销 1.41 万辆，同比下跌 47%，环比增长 25%，符合预期。上半年累计销售 6.1 万辆，同比下

跌 58%，负增长主要是疫情影响终端需求以及去年同期电动车销售高基数因素，但 6 月相较于以前月份环比已经明显

改善。公司今年最重磅车型——全新一代旗舰轿车 “汉” 近日发布，并将于 7 月上市，预售仅 1 个月订单突破 2 万

辆，有望成为 “爆款”，驱动公司品牌力提升，并引领公司新一轮车型周期。今年 3 月底，公司发布了重磅电池技术 
——“刀片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更低的成本，引领行业。公司近期陆续完成比亚迪半导体重组引战，动力电

池外供新客户开拓加速。我们认为公司价值不仅体现在整车品牌，业务分拆有望推动公司成为 “整车品牌” + “电动化

解决方案供应商”。比亚迪供应链潜在价值巨大，随着公司重点业务分拆加速落地，料将推动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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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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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汇 / 商 品  

 周一人民币在岸和离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均升破 7.03，周二早间离岸人民币则最高升至 6.9965，时隔四个月

首次升至 “7” 以下。虽然近期美国疫情一定程度有所反复，且全球仍面临秋季 “二次疫情” 的冲击，但除非

疫情难以控制，否则推动美元指数再进一步抬升至 100 左右的动力相对不足，这均将支撑人民币汇率在目前

水平延续相对平稳走势。整体来看，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下半年有望进一步小幅走强，有望在多数时间运

行在 6.8-7.2 的区间中枢下沿。 

 市场预期美国上周原油库存下滑，抵消新冠确诊人数持续上升减弱原油需求的忧虑，国际油价周二收盘基本

持平。纽约期油收市跌 1 美仙，每桶报 40.62 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每桶收报 43.08 美元，下跌 2 美仙。另

外，美国能源信息局发表 7 月报告，称受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打击，预期经济活动有变，原油供求情况也受

到影响，纽约期油明年平均价将低于 50 美元。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带动国际金价周二上涨，纽约期金 6 月底

以来首度重上 1,800 美元水平。纽约 8 月期金收盘涨 0.9%至 1,809.9 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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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8 0.2 (0.5) 0.5 97.86 96.32 96.60 (0.3) 

美元兑人民币^ 7.014 0.1 0.7 (0.7) 7.107 7.029 7.05 (0.5) 

美元兑日圆 107.52 (0.2) 0.4 1.0 107.86 106.60 107.00 0.5 

欧元兑美元 1.127 (0.3) 0.4 0.5 1.135 1.117 1.14 1.1 

英镑兑美元 1.254 0.4 1.1 (5.4) 1.269 1.228 1.26 0.5 

澳元兑美元 0.695 (0.4) 0.6 (1.1) 0.698 0.682 0.68 (2.1) 

纽约期金 1,809.9 0.9 1.6 18.8 1,816.0 1,696.3 1,680.00 (7.2) 

纽约期油 40.6 (0.0) 2.3 (33.5) 41.6 36.3 36.50 (10.1) 

彭博商品指数 66.5 0.5 3.6 (17.7) 66.3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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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病例数不断攀升，美债收益率周二下跌，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报 0.64%。道指和标普 500 指

数走低也为美债带来避险买盘。 

 新债发行：绿城中国发行 5 年 3 年不可赎回美元债，息票率 5.65%，发行规模 3 亿美元，信用评级为 Ba3。 

 交银租赁管理发行 3.5 亿美元 3 年期固定利率和 4.5 亿美元 5 年期浮动利率债券，息票率分别为 1.75%和

3mL+170bps，信用评级为 A3/A (穆迪/惠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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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4 (0.23) 1.98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16 0.01 (141.24)  美国投资级指数 508.77 0.42 6.23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15.85 0.15 3.94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0.64 (3.62) (127.78)  美国高收益指数 667.85 0.14 (2.48)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321.14 0.10 2.40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37 (6.44) (101.48)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93.37 0.05 6.01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344.15 0.11 3.10  10-2年 

美债利差 0.48 (3.63) 13.46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37.57 (0.43) (6.19)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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