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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明年欧央行扩表与复苏基金落地将利好欧元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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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 月10 日晚欧央行最新利率决定，维持存款利率-0.5%不变，再融资利率0%不变，边际借贷利率0.25%不变。
此次欧央行的货币操作主要有三点变化：

 一) 此次会议增加了PEPP (疫情紧急资产购买计划) 购买规模5000亿欧元至总规模1.85万亿欧元，略高于我们此前预期
的4,000亿欧元；同时延长PEPP购债期限至2022年3月底 (此前为2021年6 月)，并将再投资期限延长至2023年底。由
于PEPP在购买时间、购买资产类别以及购买各国的比例方面非常灵活，我们认为PEPP 将是明年欧央行应对疫情增加
资产购买的主要来源。

 二) 欧央行在6月会议上曾将TLTRO III (定向长期再融资) 的优惠利率降至 (-1%，-0.5%)，显著低于基准利率-0.5%，并
持续至2021年6月；此次会议将该利率优惠期延长1年至2022年6月，同时在2021年下半年增加3次TLTRO III 操作；并
将银行通过TLTRO III 贷款的额度提高至贷款规模的55%。就目前的条款而言，不管是银行借款的利率还是规模都有明
显放松，有利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支持进一步信贷扩张。

 三) 下调了2021年经济增长预期至3.9%：预计2020年欧元区GDP萎缩7.3%，2021年增长3.9% (9 月预期为5.0%)；通
胀预期与9月变化不大。

资料来源：欧央行、中信证券 注：2019 年为实际值

欧央行2020年12月最新经济预测



海外宏观：明年欧央行扩表与复苏基金落地将利好欧元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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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欧央行来说，目前资产购买的形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的QE，一种是针对疫情的QE。从今年3月欧央行增
加常规QE额度 (全年1,200 亿欧元) 之后，每月常规QE规模从200亿欧元/月提升至320亿欧元/月，常规QE规模在明年
至少仍将维持200亿欧元/月。另一方面，按照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在明年年底之前疫情冲击都不会完全消
失，意味着欧央行购买PEPP至少会持续至明年年底。按照对应的购买节奏推算，明年欧央行扩表规模至少在1万亿欧
元以上。

 首先我们不认为欧央行的加码宽松会带来欧元走弱，核心原因在于欧央行的扩表主要通过PEPP资产购买和长期再融资
操作TLTRO III，这些工具集中于对疫情冲击的实体和金融领域的定向支持，将有利于欧洲经济的修复和通胀目标的回
升。其次，由于PEPP用于边缘国家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这也会降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风险。此外，即将于明年
正式落地的欧盟复苏基金计划是欧盟迈向财政一体化的重要一步，将会对欧元区、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较严重的国家和
地区经济带来明显提振。因此我们预计欧央行持续扩表以及财政联合的大趋势将相对利好明年欧元区经济，预计美元
指数2021年中期下行至88-90区间。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中信证券

欧洲复苏基金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 欧洲复苏基金的投向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中信证券



内地宏观：CPI 通缩并不反映基本面有所恶化

 2020年11月內地CPI 同比增长-0.5%，自2009年以来
再度落入负值区间，环比负增长0.6%，仅次于今年年
初疫情较为严重的3月和4月。主要原因在于生猪供给
增加导致价格下跌，食品价格环比贡献整体CPI 负增
长0.6%的0.53个百分点。核心通胀和服务业CPI 同比
仍保持稳定，因此CPI 通缩并不意味着国内基本面的
走弱，同时考虑到是食品供给端扰动造成的影响，短
期货币政策或不会因此作出调整。PPI负增长继续收
窄，11月同比下跌1.5%。大宗商品价格环比普遍显著
上涨，我们持续看好未来一段时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
趋势，预计明年1季度PPI 同比可能会转正。

CPI中食品价格持续下降

核心CPI 和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较为低迷 食品价格中，猪价持续回落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内地宏观：CPI 通缩并不反映基本面有所恶化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

PPI同比和环比的变化

PPI中三大类价格表现 PPI小类中重点关注的资源品上、中下游价格

非食品价格较为温和



市场策略：

 港股策略：英国已开始接种辉瑞疫苗，美国也预期周一开始接
种，预期后续更多国家开始疫苗接种或其他药厂公布利好消息
仍将利好石油、油服、航空、旅游、澳门博彩等板块。但美国
防部将中海油集团列入黑名单，相关个股及板块股价短线表现
预期仍受此不确定性影响。在美国黑名单中的中资企业预期短
线仍受压。近期新经济板块仍有所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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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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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市场波动只是年末剧烈风格切换导致的资金被
动调仓以及部分个股流动性冲击产生的扩散效应所致，不会对
市场产生持续性影响。其次，我们预计年末经济数据会继续超
预期，海外第二轮全球同步宽松带来充裕的外部增量流动性，
整体信用环境依旧稳健，并且社融、流动性、信用风险和宏观
经济政策这几个短期被扰动的预期将很快会重聚共识。最后，
临近年末机构产品排名竞争依旧焦灼，短期内博弈或将加剧，
白酒、医药、新能源、消费电子中机构重仓股抱团进一步强化，
非抱团股可能出现一定波动，但博弈的心态和交易行为在跨年
后预计将趋于缓和。A股仍处于跨年轮动慢涨期，基本面预期
逐步改善抬升市场底线，增量资金缓慢入场，短期因市场波动
被扰乱的预期预计会重聚共识，因此建议坚守顺周期主线跨年，
以应对年末博弈心态和行为加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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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疫苗支撑 区间震荡
A股: 预期将重聚共识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1/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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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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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0年11月新增社融2.13万亿元 (同比多增1,406亿元)、余额增速13.6% (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
点)，新增人民币贷款1.53万亿元 (同比多增1,676亿元)，广义货币M2增速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至10.7%，狭义货币M1 
增速环比上升0.9个百分点至10%。期间信贷投放回升，债券融资放缓；短期零售信贷改善，对公投放以中长期为主；
居民存款沉淀增加，非银存款表现活跃。

 我们预测12月社融增量2万亿左右，其中信贷增量1.2-1.4万亿，与去年基本持平，2020年全年社融/信贷增量35 万亿
/20万亿元左右，2020年底社融增速回落至13.5%以内。预计2021年信贷投放量与2020年相当，政府债净融资小幅回
落，全年资金供需关系较2020年略有紧张，全年社融增速11.5%-12.0%左右。

 10月以来板块投资受益于基本面改善及市场风格，部分优质个股估值达到阶段性高位，年底前市场表现主要依据市场
风格。展望2021年全年，个股选择可遵循两条线索：(1) 阿尔法品种打底，优选具备特色商业模式和可持续客户、业务
模式和盈利趋势的优质银行，如招商银行 (3968 HK; 600036 CH) 、平安银行 (000001 CH)；(2) 贝塔品种增强弹性，
兼具业绩弹性和估值弹性的品种具备“双击”潜力，可关注光大银行 (6818 HK; 601818 CH) 、南京银行 (601009 CH) 
和邮储银行 (1658 HK; 601658 CH)。

内地银行行业：宏观修复 经营平稳

M1-M2 增速剪刀差与工业增加值趋势一致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中信证券



内地重卡行业：重卡销量创11月历史记录

9

 据第一商用车网报道，2020年11月內地重卡市场销售各类车型12.8万辆，同比增长26%，环比下跌7%，创11月销量历
史记录。1-11月，重卡累计销量有望达到150万辆，同比增长39%。

 根据历史经验，部分企业可能存在转结年末销量到明年进行处理的情况。今年重卡行业景气度极高，部分企业已提前
完成全年销量目标，将年底销量转结至明年的现象可能更为明显。因此，重卡行业真实销量可能好于公开数据。中国
重汽 (3808 HK) 11月销量达到2.8万辆，已连续两个月位居销量第一，1-11月累计市占率达17%，同比+1.3百份点。中
国重汽产品力与品牌力逐步提升，高端品牌汕德卡单月产量超1万辆，公司市场份额或将在明年进一步提升。

 国三柴油重卡提前淘汰助推重卡的更新换代，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限制国四车的运营，若国四
重卡的运营限制和鼓励提前淘汰政策铺开，则其刺激力度预计至少是国三老旧重卡提前淘汰政策的两倍以上，排放升
级或超预期。全国各地超载治理趋严，国道等中短途支线治超逐步实施，推动合规重卡、标载重卡与轻量化重卡需求
快速提升。由于疫情影响下2020年一季度低基数，明年一季度行业销量仍有望同比增长。明年二季度，由于国六标准
将于当年7月全面实施，行业或出现国五车辆的抢装，需求提前释放。若参照重卡行业上一轮周期顶点 (2010年) 之后
的销量走势，2021 年重卡销量将望达到130万辆左右，有望继续保持高景气度。

资料来源：中汽协、第一商用车、中信证券 注：2020 年11 月为第一商用车网预测数据

2018-2020年11月月度重卡销量及同比 我们建议关注受益于高端车型放量、天然
气车型旺销的中国重汽 (3808 HK) ；关注
受益于竞争格局优化、长期价值被低估的
潍柴动力 (2238 HK；000338 CH)。关注
受益于半挂车与上装产品结构升级、格局
有望优化的中集车辆 (1839 HK)。此外，
在国六后处理产业链上，建议关注后处理
系统综合供应商威孚高科 (000581 CH)。

(万辆)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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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19.10 21.10 10.5 18.0 14.6 2.1 3.4 2.7 6.7 111.3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17/02/20 物管 611 47.20 64.50 36.7 43.7 30.8 1.4 14.6 0.6 (2.4) 50.8

南方航空 (1055 HK) 07/09/20 航空 76 4.95 5.52@ 11.5 NA 20.7 NA 0.9 0.0 (3.3) 14.8

雅生活服务 (3319 HK) 06/01/20 物管 164 30.85 44.90 45.5 20.0 15.2 0.7 4.6 2.0 (5.1) 8.5

福莱特玻璃 (6865 HK) 30/11/20 光伏 87 21.25 31.00 45.9 27.5 16.8 0.7 5.6 0.6 6.0 3.4

永利澳门 (1128 HK) 08/06/20 澳门博彩 199 13.74 13.90 1.2 NA 43.9 NA NA 0.0 (0.7) (5.5)

华泰证券 (6886 HK) 06/01/20 劵商 194 11.86 18.30 54.3 7.7 6.8 0.5 0.7 4.3 (3.4) (14.4)

融创中国 (1918 HK) 06/01/20 房地产 683 27.05 50.45 86.5 3.5 3.0 0.2 1.0 6.3 (6.1) (43.5)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截至11/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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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义玻璃 (868 HK) – 公司於12月3日宣布了一项潜在现金收购要约，以收购内地另一家领先的浮法玻璃制造商中国玻
璃 (3300 HK)，可望使信义玻璃进一步巩固其龙头地位。在內地增加新产能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況下，預期这笔交易
將助推信义玻璃中期增长。但是鉴于中国玻璃利润率较信义玻璃低得多，因此信义玻璃需要提高中国玻璃的生产效率。
综合考虑到该收购和仍然不错的浮法玻璃市场的潜在利好因素，公司目标价从19.1港元上调至21.1港元，仍建议关注。



 碧桂园服务 (6098 HK) – 公司宣布以每股45港元的价格配股，集资66亿人民币，摊薄6.27%。除了用于潜在的商业物
业管理运营机会及并购外，我们预期公司将现金用于技术应用以及探索新的社区增值服务发展，例如团购等。 除非公
司以现金赎回2021年5月到期的36亿元可转换债券或进行大型并购，否则不太可能在一年内进一步进行股权募集。 我
们将目标价格从65.4港元下调至64.5港元，以考虑股权摊薄影响，但碧桂园服务仍是我们2021年的行业首选。隨着华
润万象生活 (1209 HK) 于12月9日上市后，大型物管IPO上市浪潮已见顶，行业表现应会改善。我们对2021年物管行
业保持乐观，重点关注具有可持续增长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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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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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莱特玻璃 (6865 HK) – 在12月12日举行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表示到2030年把风能和太阳能的装机容量增加到至
少1,200G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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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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澳门 (1128 HK) –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拭除了市场一大不确定性。而疫情在亚太地区普遍稳定，叠加疫苗陆续出
现曙光，让市场资金重临疫情受损严重的旅游相关板块。但我们认为在亚太地区以外疫情仍在发酵，以及疫苗的普及
还言之尚早之际，人们对于长途旅行还顾虑重重，而应运而生的“宅旅行”却有望大行其道。我们认为本土消费娱乐
相关标的将率先受惠，建议中短期关注澳门博彩旅游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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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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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首十一个月，公司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金额5,204.5亿元，增加4%，在疫下仍能完成年目标
近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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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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