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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美国经济重启进程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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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纽约美联储预测、中信证券

 早期由于美国政府对疫情不够重视，防疫不力使疫情快速爆发，经济承压、大量家庭和企业面临破产风险。尽管6 月
初美国疫情曲线平坦化，看似已得到控制，且各州逐渐步入经济重启阶段，但过早的放开管制，急于重启经济叠加抗
议活动的发酵、人群大量聚集进一步加大美国疫情二次爆发风险。

 由于近期疫情出现反弹，此前陆续步入经济重启的各州开始重新增强管制。即便不考虑纽约州，截至7 月3日，美国51
个州中已有16 个州暂缓或停止了重启计划，这16 个州合计占美国2019 年GDP 比例达46.6%。以GDP 占比合计超过
全美30%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纽约州为例，此前率先宣布经济重启的德州已于月底发布强制戴口罩令、并
强制酒吧关闭、人群大规模聚集；人口最多的加州也多次强调了戴口罩令的重要性、关闭了酒吧、海滩及公园；纽约
州不仅宣布了餐厅、人群聚集、戴口罩等方面的限制令，还对各州进入纽约的旅行者进行了限制。

 以纽约美联储对今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的美国GDP增速预测为例，截至7 月2 日，其已分别上调至-15.1%和+10.4%的环
比增速。但从5 月29 日至今各个变量的调整幅度来看，其主要是5、6 月失业率数据超预期及消费、制造业数据反弹导
致的预测GDP增速上涨，但若疫情二次爆发导致未来数据大概率低于预期，GDP 增速仍存在下修风险。另外，截至5 
月1 日，纽约美联储对Q1 GDP 增速的预测为-0.33%，但最后实际增速仅有-5%，其间差异也表现出预期过度乐观的
倾向。

纽约美联储Nowcast的美国GDP增速预测明显偏高

(%)



内地宏观：下半年外需对经济的影响料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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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份，中国出口金额 (美元口径，下同) 同比增长0.5% (Wind一致预期-2.9%)，5月为-3.3%；进口金额增长
2.7% (Wind一致预期-9.7%)，5月为-16.7%；贸易差额为464.2亿美元，5月为629.3亿美元。6月出口增速止跌超出市
场预期，主导出口的力量主要有两个：“全球供应中心”带来的补订单和外需本身的变化。但近期随着海外疫情日新
增的不断攀升，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管制有再次收紧的趋势，因此该力量回升持续性可能较弱。总体来看，相较于单纯
的考虑外需变化，全球疫情错位使得中国承担起短期全球供应中心的角色，因此出口新增了边际的推升力量；而如果
疫情逐步控制后，外需则也会进入逐步修复的趋势，我们仍然认为对出口过度悲观的预期应当得到修正。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全球金额主要为中国、美国、欧盟27 国、日本、韩国、泰国、越南、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加拿大加总而成的估计值

6月国内进出口双双实现正增长 6月进口大幅回升导致顺差收窄

疫情反转的背景下，中国持续充当全球供应中心（柱状图为中国
出口在全球占比）

出口两种力量的相对变化中，全球供应中心带来的“补订单”力
量回落但仍在高位，外需拖累减轻 (服装、家具)



内地宏观：下半年外需对经济的影响料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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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方面，国内需求强劲、价格修复以及出口相关制造业需求回升带动进口增速显著回升。6月进口增速大幅回升19.4
个百分点至2.7%，进口的增速回升主要来自国内需求强劲和价格的修复。国内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处于“荣枯线”上，
且大宗商品价格如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等月内均有小幅回升带动相关进口产品金额回升。此外，出口端的需求较强
也会带动相关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进口需求回升。值得关注的是，近期中美关系再次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而对美
进口变化也是观察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或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6月中国对美进口增速大幅回升24.9个百分点至
11.3%，且今年以来对美进口增速均高于整体进口增速，上半年对美贸易顺差也下降4.8%，其中第一阶段协议中涉及
的农产品是进口重要的贡献项。总体来说，从外贸角度看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履行仍在进行中，暂未出现实质的波动。

 二季度贸易顺差增长49%，后续外需对经济的压力料可控。在疫情背景下进出口的变化持续与市场预期之间出现较大
的偏差，此前市场认为进出口可能是今年拖累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目前来看，出口增长受益于全球供应中心
的角色短期韧性较强，而进口受益国内经济持续回升压力也逐步减轻。疫情在国内和海外错位，一季度国内贸易顺差
大幅收窄，贸易差额的增速约为-82%，但二季度贸易顺差增长49%。我们认为在目前海外二次疫情的冲击下，贸易顺
差再次大幅收窄的可能性较低，后续外需对国内经济的压力料可控。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价格是影响因素之一，但6月进口增速主要源于需求强劲 对美进口强于总体进口力度，农产品是重要贡献之一



市场策略：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0/7/2020 

 港股策略：香港疫情再爆发，特区政府昨日再公布收紧防疫措施，

预期短线继续利淡本地相关板块表现。中美之间科技、金融等领

域的潜在风险因素在增加，市场将重回结构分化的均衡状态，增

量资金的板块配值料愈趋于平衡，但估值较高的新经济龙头仍具

备长期投资价值，预期股价在整固后仍受投资者钟爱。传统经济

中性价比高的蓝筹如内地房地产、汽车及零部件以及基建等可择

时关注。中美隔阂加速中概股回归香港、大型新经济股预期在8
月染蓝、恒指公司在今日下午公布推出一项科技指数的详情、及

最近IPO市场火热，料继续有助港股情绪及构筑底部。虽然海外

风险扰动增强，国内政策和基本面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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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选消费龙头等核心细分行业。

 A股策略：7月以来市场在经历了狂热期、恐慌期后，从下旬开

始，将进入一段平静期，可以主动寻找结构上的入场时机。首先，

预计A股市场流动性会从净流入切换至紧平衡的状态。其次，外

部风险扰动增强，美股风险仍在积累，调整临界点渐近；美国财

政刺激法案的接续有“断点”风险；且日趋复杂的中美分歧会压

制风险偏好。最后，二季度经济数据略超预期，“宽信用”延续，

且预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继续明确宽松的基调不变，A股二季报

业绩也将如期回暖，同时结构分化明显。前期波动并不改变A股
中期上行的趋势，在经历了业绩验证和解禁高峰，以及海外疫情

和中美分歧的破局之后，预计三季度末启动的下一轮上行将更稳

健。配置上，本周建议重点关注在中报季享受高确定性溢价的必

选消费、医药龙头以及景气持续改善的可选消费板块 (汽车、家

电和社会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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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板块配值料愈趋于平衡
A股: 在平静期中寻找入场时机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0/7/2020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內地有色金属行业：推荐铜铝和新能源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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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7月10日，国内铜的期货库存为13.7万吨，铝社会库存为65.4万吨，均处在历史低位。受以下因素，(1) 
Antofagasta旗下智利Zaldivar铜矿的工人投票决定于7月15日举行罢工；(2) 嘉能可旗下KCC铜钴矿出现新冠感染病例：
(3) 铝新增产能滞后，库存仍处在下降通道，铜铝供给的扰动影响在扩大，看好铜价突破6,800美元/吨，铝价有望维持
14,000元/吨以上带来电解铝宽利润区间。

 供给端扰动刺激金属价格上涨，需求回暖预期下铜铝价格有望保持强势，锂钴价格有望触底回升。当前时点持续推荐
铜铝和新能源金属板块：(1) 铜铝板块中具有产量增长和业绩弹性大的标的；(2) 新能源金属板块中的产业链龙头和低
估值标的；重点推荐洛阳钼业 (603993 CH; 3993 HK)、云铝股份 (000807 CH)、紫金矿业 (601899 CH; 2899 HK)、
江西铜业 (600362 CH; 358 HK) 和赣锋锂业 (1772 HK)。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锂钴价格触底反弹，板块基本面改善具备高确定性。 持续推荐铜铝板块和新能源金属板块。

 国内碳酸锂报价上涨验证下游消费回暖。刚果 (金) 
疫情造成钴上游供应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电解钴价
格跳涨。

 2020年下半年随着下游新能源汽车消费复苏，需求
端对钴锂价格支撑作用料将逐步显现，钴锂价格有
望触底回升。

 同时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保持高景气，钴锂上游供
应则维持收缩态势，供需平衡的修复料将推动板块
保持强劲走势。

 铜铝价格连续突破近期新高，三季度料将维持强劲，
铜铝公司的盈利能力有望大幅改善，目前时点铜铝
板块股票仍处于历史估值中枢以下。

 推荐具有产量增长逻辑和业绩弹性大的标的。新能
源金属板块延续两条投资主线：

 (1) 受益于全球电动车行业高景气的产业链龙头
标的；

 (2) 具备业绩改善逻辑的低估值标的。



澳门博彩行业：踏出回复正常的第一步

 从7月15日起，广东省政府放宽自澳门返回的市民强制隔离14日的措施，持健康证明申领「澳门健康码」和「粤康
码」，不须集中隔离14天医学观察。

 我们认为今次放宽是澳门博彩行业于新冠疫情爆发后迈向正常化的关键一步，由于澳门旅客主要来自广东省，2019年
占内地游客人数约46% (占全球总旅客人数约33%)，放宽措施可帮助澳门博彩公司拉近与收支平衡的距离。 但是，持
健康证明的要求仍将在一段时间内抑制规模较大的中场业务，贵宾厅业务则相对较受惠。此外，我们认为旅行限制将
逐步放宽以确保安全，未来行业下一个积极催化剂将是恢复自由行计划或旅行团。

 截至7月13日，澳门博彩业2021年预测企业价值倍数为12.3倍，比长期平均值16.7倍低0.6个标准差。我们预计贵宾厅
业务将迅速反弹，从而有利于永利澳门 (1128 HK) 和新濠博亚 (MLCO US)。长期增长而言，我们则相对较看好银河娱
乐 (27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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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旅客人数占比 (内地旅客)

资料来源：淘数据、中信证券

广东旅客人数占比 (总旅客)

资料来源：淘数据、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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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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78 43.15 53.80 24.7 30.0 23.1 1.2 7.0 1.4 4.9 51.7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547 42.90 55.10 28.4 46.8 35.9 2.0 14.5 0.5 4.9 37.1

中联重科 (1157 HK) 05/05/20 机械 110 7.95 9.16@ 15.2 9.6 8.5 0.6 1.3 4.5 7.4 26.4

吉利汽车 (175 HK) 12/05/20 汽车 912 15.90 17.60@ 10.7 16.3 13.1 1.7 2.2 1.5 (9.7) 21.6

信义玻璃 (868 HK) 09/06/20 玻璃 183 9.89 11.10 12.2 10.1 8.5 4.1 1.7 4.9 0.6 9.4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225 14.26 18.30 28.3 10.4 9.5 0.9 0.9 3.3 (7.9) 2.9

永利澳门 (1128 HK) 08/06/20 澳门博彩 206 14.28 19.82 38.8 NA 20.0 NA NA 1.7 7.5 (1.8)

中海油 (883 HK) 08/06/20 石油 1,367 8.61 10.50 22.0 21.9 11.1 NA 0.8 3.3 (0.7) (7.7)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887 35.15 66.00 87.8 4.8 3.9 0.2 1.3 4.5 (3.2) (26.5)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7/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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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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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持股比例仅
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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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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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及6
月仍保持60%以上同比增速。7 月14 日中联重科发布2020年上半年业绩预增，预期净利润38亿至42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47%至63%，优于市场预期。上半年业绩表现亮丽主要受惠于: 一) 在政策支持下，内地基建、新能源等下游行业
需求保持高景气；二) 旗下4.0系列产品市占率提升，及；三) 有效的成本控制。我们认为中联重科现时定位良好，因其
专注于后周期机械设备。而挖掘机和高空作业平台的业务扩展应成为短期的增长驱动力。此外，我们预计利润率将持
续扩长，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益及销售组合将转向高利润产品所致。

 吉利汽车 (175 HK) – 2020年6月吉利汽车销量合计11.01万辆 (含领克)，同比增长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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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41%。短期看，疫情对行业销量有明显冲击，二季度豪车销量虽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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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公告管理层正在与沃尔沃的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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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双方整合将实现品牌在豪华、中高端、
自主上的全覆盖，成为一家真正的全球汽车集团，并在采购、研发等方面有协同效应，减少内部关联交易，有助于公
司估值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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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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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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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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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 (6886 HK) – 近日A股成交持续放量，一万亿人民币成交成为新常态，利好劵商业绩。另外，上交所研究引入
单次 “T+0” 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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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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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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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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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入境广东省7月15日起放宽检测，持健康证明豁免隔离14天。预期在开放广东后，如无
意外内地政府将仁会逐步扩大措施至其他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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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从2020年8月起放缓创纪录的减产措施，将减产规模缩减至每日770万桶。雖然减产規
模下調，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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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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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启动，推动油价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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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创中国 (1918 HK) – 公司6月销售金额545.7亿元，环比/同比增长20.8%/7.4%。公司销售环比高增，同比继续修复，
预计后续销售有望持续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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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