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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拜登内阁 择“中”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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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美总务管理局行政长墨菲称总统交接权过渡进程正式开启，成为特朗普政府承认大选落败的重要迹象。同
日，拜登提名六位内阁官员，并任命鸽派的耶伦为新任财长候选人。

 耶伦曾驳斥财政赤字必然导致高通胀的观点，也曾为“宽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辩护。疫情爆发以后，耶伦一直表
示支持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其美联储主席的履历亦可能加深未来美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合作。因此，综合其履历、
派系、政见等因素，我们认为耶伦的上台将利好更大额财政刺激的推出，同时也有利美联储长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维系。

资料来源：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华尔街日报、中信证券

拜登提名内阁团队人选及履历 结合总统权交接的正式启动，拜登的
偏温和“制度派”内阁候选人的提名，
以及拜登本人长期担任参议员的经验
以及其跨党派协商的能力，我们预计
在拜登上台后美国或能推出超市场预
期的大规模财政援助计划，以支持疫
情再度爆发下的美国经济。

 此外，耶伦若确认为财长，与美联储
的协作也有望进一步加强，稳定资本
市场信心。相比此前市场担忧的如伊
丽莎白·沃伦等激进派成为领导人，这
样的内阁团队将更易与共和党达成政
策共识，有利拜登政策的推行与美国
经济的稳步复苏，而这均将利好美股
周期行业，尤其金融板块的上涨。此
外，拜登7,000亿政府采购、1.3 万亿
基建投资、2 万亿清洁能源投资等政
见也有望得以施行，或将有利美国制
造业及新能源等产业稳健发展，并利
好市场相关板块的表现。



内地宏观：不必担忧政策快速收紧

 金融深化仍在延续。我们估计2020年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
达806.34万亿元，是2018年年末的1.12倍；金融资产与
GDP之比维持在780%左右。由于短期内以商业银行为主
的金融行业组织形式仍将维持，针对金融资产存量结构的
分析相较总量水平分析更加重要。我们对中国金融资产存
量数据序列进行了扩展比较。

 “直接融资”占比上升明显：注意银行持债的影响。以债
券融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项增长十分迅速，扭转了前10年
直接融资占比减少的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直
接融资”往往具有不少“间接融资”的影子。传统的直接
融资与间接融资以资金供需双方是否直接达成金融交易作
为分类标准，但其概念本质更集中于风险分散是否完全：
间接融资更容易使得风险集中于银行部门，直接融资更容
易使得风险“1对1”的分散到经济主体中去。从中国债券市
场参与者持仓结构看，中国商业银行债券持仓占全部债券
托管量的40%左右；如果计入商业银行持仓的同业债券，
那么该占比可以达到近50%。从货币创造角度去理解，银
行持仓债券实际上类似于信贷投放，同时其信用风险实际
上也并未完全分散，仍然集中于银行部门。

 中国金融市场的“间接融资”特点与央行“直接融资”政
策主张是一脉相乘的。央行行长易纲在文章中准确的发现
了银行的节点作用，故而在文中特别说明“但中国债券的
持有主体是银行。扣除这部分，直接融资占比会进一步下
降”。因此为了“稳住宏观杠杆率”，实质措施即为控制
信用创造的总量，同时“发展好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
资”，当然这个过程离不开“推进改革”以及“扩大开
放”。

中长期信贷累计增长/GDP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商业银行持有债券占比



内地宏观：不必担忧政策快速收紧

 中国大银行式的金融组织形式也有其内生原因：(1) 中国央行实
行偏急缺的准备金调控框架，而银行机构的互相竞争使得存款营
销十分激烈；而存款留存往往是银行对企业开展票据融资以及企
业信贷等业务的前提要求，这自然使得中国银行在企业金融方面
占据主导地位；(2) 中国居民投资者教育相对滞后，刚兑信仰的
打破和居民存款“大资管”是不可或缺的一步；(3) 居民以及企
业缺乏直接参与债券投资的途径，大量的货币仍以储蓄方式存在。

 刚兑信仰的打破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正在进行，但中国存在大
量“小微企业”以及投资知识相对缺乏的居民也是事实。短期内
“离开银行信贷”并不符合实际，而调控货币政策的大方针或许
就是稳杠杆、控风险以及改革开放共同发展。因此从明年的货币
政策方向看，控制信用投放以及平滑杠杆率是大势所趋；同时当
前银行间流动性已经处于相对低位，如若持续收紧可能造成“政
策悬崖”以及“快速去杠杆”，不利于经济发展。预计货币政策
以及监管政策以平稳步伐推进，短期无需过度担忧收紧，中长期
仍需边际宽松。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分部门杠杆率走势

各部分金融资产风险承担情况

资料来源：Wind、《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易纲）、中信证券



市场策略：

 港股策略：环球疫情严峻，但整体近期疫苗持续的利好消息预
期为市场情绪带来支撑，石油、油服、航空、旅游、澳门博彩
等板块将会被市场重估。近期旧经济板块表现强劲，新经济板
块侧有所波动，但我们中长线仍看好高增长科技龙头，建议择
时增配。美国大选最后的不确定性消除，加迭疫苗公布利好消
息，将进一步提高市场支撑力。港爆发第四波疫情，仍然建议
回避本港零售、餐饮和收租板块。建议关注经济、政策、盈利
共同催化及绝对估值低的保险和银行；可选消费板块中重点关
注电商、内地汽车及零部件、运动服等板块；顺周期工业板块
建议继续关注基本金属、能源金属和化工，如铜、铝和价格重
回需求驱动的锂；最后，关注受惠憧憬中美关系缓和的贸易、
出口等板块。

 A股策略：A股正处于跨年轮动慢涨期。未来海外新的宽松举
措有望推升全球风险偏好，内地经济继续稳中向好，政策保持
平稳。我们预计此轮顺周期板块的盈利修复顶点出现在明年一
季度，并且从历史相对估值来看主要顺周期行业仍有估值修复
空间，板块行情大概率延续到明年一季度，而新经济板块相对
盈利增长优势预计将在2021年下半年体现。我们认为A股正处
于基本面不断改善驱动的持续数月的轮动慢涨期，顺周期的相
对景气和估值优势将进一步强化板块行情。配置上，顺周期工
业板块建议继续关注基本金属、能源金属和化工；可选消费板
块，维持前期持续推荐，重点关注家电、汽车、白酒、家居，
以及受益后疫情时代出行恢复的酒店、景区等；低估值板块，
建议重点关注经济、政策、盈利共同催化银行；同时，短期建
议关注集采落地后医药板块龙头股的估值修复机会。

6

港股: 震荡向上延续
A股: 顺周期主线预计延续到明年一季度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7/11/2020 

恒指走势图 (黃金比率)

沪深300走势图 (黄金比率)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7/11/2020 



7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

中长期来看，需求复苏周期和货币宽松环境有望助推油价持续回升，
供应端收紧或成为超预期的催化因素。

 我们进一步明确对于油价的观点，短期的去库周期和疫
苗数据等利好消息，接力中长期的需求持续复苏和货币
宽松环境有望推动油价长期持续回升。短期来看，北半
球取暖油旺季去库周期支撑油价表现，疫苗数据等利好
消息显著提升油价中枢；中长期来看，预计疫情后的需
求复苏和货币宽松有望接力去库周期持续推升油价，供
应收紧则可能成为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的超预期催化因
素。油价持续回升周期，坚定推荐布局三条主线：(1) 油
气勘探开发产业链上的高弹性标的中海油服 (2883 HK; 
601808 CH)、中国石化 (386 HK)；(2) 短期受益于库存
增值，中长期受益于需求复苏的成长型民营大炼化龙头
恒力石化 (600346 CH)、东方盛虹 (000301 CH)；(3) 高
成长性，油价回升成本优势不断加强的C2/C3龙头卫星
石化 (002648 CH)、煤化工龙头宝丰能源 (600989 CH)、
华鲁恒升 (600426 CH)。

内地石油石化行业：积极布局油价中长期持续回升周期

短期来看，取暖油旺季带来的去库周期支撑油价表现，疫苗利好消
息提升油价中枢。

从基本面角度来讲，通常北半球冬季取暖油旺季下的去库周期始于
11月6-8日，结束于1月16-20日，由于今年“拉尼娜”现象导致的冷
冬效应，美国自10月30日就开始大幅去库，且预计此轮去库周期有
望持续至1 月30日左右，短期来看基本面有望对油价形成较强支撑。
从情绪面来看，11 月9、16、24日辉瑞&BioNtech、Moderna、牛
津&阿斯利康披露的疫苗数据均超预期，持续提振市场对需求复苏的
预期，并显著提升了近期油价中枢。

我们测算当前美国原油表观消费量已接近2019年同期水平的90%。
展望2021年，疫情后的需求持续复苏和海外 (美国、欧洲、日本等) 
经济刺激政策落地导致的货币宽松环境有望接力冬季去库周期，持
续推动油价回升。另外，从供应端来看，OPEC+近期表态该组织有
望推迟原定2021年1月开始的增产计划，美国页岩油产量规模或会
在政策或债务压力下继续收缩，供应端的收紧有可能成为2021年油
市基本面的超预期事件，进一步推升油价中枢上行。



内地光伏行业：龙头联合强化一体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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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0日财政部提前下达2021年14省市地方电网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预算，其中风电/光伏项目各
23.11/33.84 亿元，预计将小幅改善部分可再生能源项目现金流压力。11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G20领导人利
雅得峰会「守护地球」指出，中国将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会坚定不移加
以落实，随着绿色能源加速发展和疫情影响逐步消化。因此我们预期內地将不断提升新能源装机比例，特别是光伏和
风电装机量。

 另外，通威和天合就4万吨硅料、15GW拉棒/切片/电池片项目开展合作，各环节产品均优先保证对合资公司的供应，
电池片年交易量不低于双方电池项目公司产量的70%。根据规划，通威2021/2022 年高纯晶硅产能预计可达15.5/19.5 
万吨，9 月以来，通威公布长单销售合同年均采购量已锁定2022年产能水平超90%。今年以来行业扩产提速，产业链
价格波动推进部分企业加快一体化布局，或将加速落后产能出清及市场集中度提升，一体化及具备领先产品差异化优
势的龙头厂商盈利能力及稳定性或将进一步强化。

 建议关注高成长明确的主辅材龙头信义光能 (968 HK)、福莱特 (6865 HK；601865 CH)、福斯特 (603806 CH)、通威
股份 (600438 CH)、大全新能源 (DQ US)，中游一体化制造龙头晶科能源 (JKS US)、晶澳科技 (002459 CH)、隆基股
份 (601012 CH)，受益全球替代加速和盈利持续改善的逆变器龙头阳光电源 (300274 CH)。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

通威、天合合作投资光伏产业链项目



短线交易建议^

每周精选：短线交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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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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信义玻璃 (868 HK) 09/06/20 玻璃 295 17.14 19.10 11.4 16.3 13.2 2.0 3.0 3.0 2.1 89.6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576 44.50 65.50 47.2 41.4 29.2 1.3 13.8 0.6 (4.2) 42.2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77 33.30 55.20 65.8 21.8 16.5 0.8 5.0 1.9 (2.9) 17.1

南方航空 (1055 HK) 07/09/20 航空 75 4.84 5.37@ 11.0 NA 25.2 NA 0.9 0.0 (0.6) 12.3

永利澳门 (1128 HK) 08/06/20 澳门博彩 198 13.72 13.90 1.3 NA 40.6 NA NA 0.0 0.4 (5.6)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204 12.50 18.30 46.4 8.1 7.2 0.5 0.7 4.1 3.3 (9.8)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755 29.90 50.45 68.7 3.9 3.2 0.2 1.1 5.6 (1.2) (37.5)

福莱特玻璃 (6865 HK) 30/11/20 光伏 84 20.55 31.00 50.9 26.6 16.2 0.7 5.3 0.6 1.2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27/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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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线交易组合调整: 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把中芯 (981 HK) 及中海油 (883 HK) 加入其所谓与中国军方有关联公司

的制裁黑名单中，参考早前加入黑名单的中国移动 (941 HK) 等中资电讯股于消息发布后的表现，中海油短期股价可能

受压，因此暂时于我们的短线交易组合中剔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G20领导人利雅得峰会指出，中国将力争二氧

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近期随着各国可再生能源规划战略地位的提升，建议关注受国策支持的光伏板块，因

此调入光伏玻璃龙头福莱特 (6865 HK)。



 信义玻璃 (868 HK) – 内地工信部正在向玻璃行业参与者对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如果实施，太阳能玻璃
将是第一次被纳入其中，这可能会限制未来的供应增长，在供应受限支撑价格下，旗下信义光能 (968 HK) 因有较强的
资本实力和海外经验，可通过收购及海外厂房增加产能，因此处于有利位置。 另外，由于供应有限，浮法玻璃生产商
最近一直积极地收购市场配额，而信义玻璃已收购了广东及辽宁的生产线。浮法玻璃正在恢复，下游物业和汽车的需
求提高，预期今年四季度需求会继续录强劲增长，因目前行业库存较少，信义玻璃下半年业绩应会表现更好。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 2020年四季度物业管理公司庞大的新股发行规模，直接诱发了板块的调整。不过我们认为，
板块的结构性分化虽然是长期的，优秀公司估值下降却是暂时的。一些优秀的企业，如今估值已更具吸引力。碧桂园
服务 10月14日宣布以不超过24.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中国五大城市服务公司之一的满国康洁70%的股权。这将确保
碧桂园服务在物业管理公司中在城市服务领域的领先地位。管理层希望城市服务及增值服务收入在未来达到物业服务
的收入水平。得益于强大的执行力﹑进入社区媒体和城市服务以及上半年业绩超预期，碧桂园服务仍保持强势。碧桂
园服务在基本面上最看好的公司之一。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 今年10月底，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大龙及母公司雅居乐 (3383 HK) 先后自雅生活上市以来首次
增持其股份，这表明高级管理层对雅生活业务的信心。我们认为雅生活的业务将保持稳健，因为它在9月份中信里昂的
论坛上维持了其主要目标，尽管在近期物管板块疲软的情况下令股价出现回调，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对其他潜在管理公
司上市的担忧。我们认为，三季度的宏观复苏，尤其是在线销售和已售住宅总建筑面积，也应会支持增长势头。公司
估值不高，建议关注。

 南方航空 (1055 HK) – 辉瑞及莫德納疫苗的重大突破有望推动国内线需求进一步反弹、国际线恢复加速。2020年三季
度南方航空实现净利润7.1亿，三大航中唯一单季度利润转正，或受益内地市场占比高和汇兑收益 (料超20亿)。预计三
季度内线客公里收益降21.3%，四季度降幅或收窄至20%以内，优质航线争取时刻资源利好提升宽体机日利用率。在
京航班提前5个月全部转场大兴机场，南北呼应双枢纽布局想象空间广阔。2021年春运国内线供需增速差有望接近转
正，并持续扩大，叠加低油价、汇率升值，航空股重构繁荣、弹性最大南航有望释放高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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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澳门 (1128 HK) – 疫苗的加速推出首先将给出行产业链相关的行业形成催化，提前反馈景气恢复预期，缩短相关
行业的恢复周期。短期反弹而言，预计带动程度上博彩、出境游>酒店>景区，建议关注项目储备充足的博彩龙头如永
利澳门。内地澳门恢复全面通关，在海外多地仍然实行封关操施下，内地居民可选择的旅游目的地不多，澳门或成他
们其中一个优先选择。永利澳门今年三季度业绩乎合预期，物业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 亏损收窄至1.12亿
美元，少于次季的1.94亿美元亏损。虽然贵宾厅业务仍受挑战性，情况未见好转，但高端中场的势头支撑了10月博彩
总收入强劲反弹至2019年四季度水平的33%。澳门10月博彩总收入72.7亿澳门元，环比升近2.3倍，创今年1月以来最
佳。中场增长及成本节省将支持永利澳门 Ebitda增长，仍建议关注。

 华泰证券 (6886 HK) – 2020年前三季度，华泰证券归母净利润88.39亿元，同比增长37.2%。受益于市场交投活跃及A
股IPO规模增长，华泰证券经纪业务、投行业务在三季度表现强势。券商股短期表现为行情放大器，中长期良好确定
性来自改革的创新红利。行业的竞争将围绕资本实力、人才储备、创新能力和金融科技能力展开，华泰正向着“数字
化赋能下的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双轮战略突进，人才队伍和健全的机制是重要保障，平台化思路打开模式创新空间，
建议关注。

 融创中国 (1918 HK) –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核心净利润130.4亿元，同比增长3.0%。2020年上半年末，公司净负债
率为149.0%，较2019年底下降23.3个百分点，为2017年以来新低。公司降杠杆的举措顺应监管要求和行业潮流，也
是公司高速扩张期后的必经之路。杠杆率下行也带来公司资金成本下降，2020年上半年新增平均融资成本较2019年下
降约1.9个百分点，有利于公司补齐资金成本短板。地产及业务能力逐渐成型，分拆融创服务 (1516 HK) 后有望提升公
司估值及进一步去杠杆。

 福莱特玻璃 (6865 HK) – 2021年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光伏市场将基本进入平价上网新阶段，随着绿色能源加速发
展和疫情影响逐步消化，未来5年行业新装机复合年均增长率或接近20%，建议关注光伏玻璃双寡头之一的福莱特。今
年三季度受光伏玻璃供需格局趋紧带动，单季度行业报价平均涨幅超20%，目前3.2mm镀膜玻璃报价涨至35元/平米以
上，2.0mm镀膜玻璃报价涨至28元/平米，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且预计抢装旺季内价格将高位持稳。我们测算当前价格
下福莱特毛利率或在50%以上，预计四季度盈利有望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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