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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兩年來最高水準

各國指數 收市價 日變動% 年初至今%

恒生指數 24113 -0.43 3.06

國企指數 8449 -0.18 -8.81

上證綜合指數 3570 0.80 8.01

滬深300指數 4813 0.97 14.22

創業板指數 3144 -0.82 53.91

日經225指數 28257 -0.27 -5.32

道瓊斯指數 35368 -1.51 -7.00

標普500指數 4577 -1.84 0.86

納斯達克指數 14507 -2.60 17.50

羅素2000指數 2096 -3.06 -10.06

德國DAX指數 15773 -1.01 -3.22

法國CAC指數 7134 -0.94 -17.05

富時100指數 7564 -0.63 -18.71

俄羅斯指數 3329 -6.50 -4.18

預期估值 PE(X) PB(X) 股息率(%)

恒生指數 11.09 1.13 2.37

國企指數 9.99 1.08 2.11

上證綜合指數 13.64 1.51 2.00

MSCI中國指數 12.89 1.53 2.10

道瓊斯指數 25.63 7.06 1.41

波幅指數 收市價 日變動% 年初至今%

VIX指數 19.19 0.00 74.89

VHSI指數 18.70 -0.74 52.34
商品 收市價 日變動% 年初至今%

CBOT大豆連續 1361 0.33 2.45

LME銅連續 9731 0.00 0.11

COMEX黃金連續 1812 -0.23 -0.83

COMEX白銀連續 23.49 2.51 0.68

ICE布油 86.48 0.00 11.19

利率 收市價 日變動% 年初至今%

5年期美國國債 0.00 0.00 26.10

10年期美國國債 0.00 0.00 19.64

5年期中國國債 2.50 -2.95 -3.71

10年期中國國債 2.76 -2.18 -1.83

數據源：彭博、西證證券經紀

投研要點：

如市場有短期調整，不改變長期看法

 A股：對當前行情持謹慎的態度。應警惕板塊炒作過熱的
風險。警惕前期漲幅過高、估值過高版塊的回檔風險。
2021年12月以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定調穩增長以應
對經濟運行的“三重壓力”，市場對于穩增長政策和措
施的預期進一步發酵；另一方面，美聯儲加息縮表進程
超預期提速，基本面邊際改善預期叠加低估值防禦屬性
使得近期市場風格明顯往價值偏移。儘管市場存在結構
性風險和結構性機會，人民幣依然存在升值壓力，看好
優質的人民幣資産。前期漲幅過大的板塊短期存在調整
的需要。

 港股：受互聯網、教育板塊監管加强影響，局部板塊回
調。但隨著産業政策的落地，港股整體風險可控。

 美股：美聯儲公布12月的FOMC會議紀要，紀要顯示美聯
儲已開始討論縮表計劃，官員普遍表態合適的縮表開始
時間是在在首次加息後的某一時間點，而首次加息最早
可能在3月到來，這比市場此前預計的明顯提前。除了加
息之外，美聯儲的縮表進度也顯著超出市場的預期，縮
表的時間相比上一輪提早到來。在上一輪美聯儲貨幣正
常化的路徑中，縮表開始時間（2017年9月）是在首次加
息時間（2015年12月）的21個月後，是一次預期相對充分、
速度較爲溫和的縮表。美聯儲提前縮表計劃的原因可能
有兩點：一方面美國通脹居高不下，美聯儲的加息進度
比市場認爲的合適水平要更晚，導致當前美聯儲需要加
速收緊貨幣，加强市場對美聯儲的“鷹派”預期；另一
方面是目前美聯儲希望推升長端利率，擴大長短端的期
限利差，防止加息過程中出現收益率扁平化的現象，以
增强金融體系內部風險收益的平衡。美聯儲提前縮表可
能造成估值較高的美股面臨風險。需警惕前期漲幅過大、
估值過高的公司有所回落。

行業分析：

 面板行業：長期看行業强者恒强，隨著競爭格局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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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話語權逐步凸顯。行業處于産業鏈中游，從日韓台發
展歷史看，面板行業最終都會向上游半導體行業挺進。

 LED産業鏈：行業前景良好，處在經濟順周期的階段。下
游包括顯示、背光、照明等領域，應用廣泛，空間廣闊，
部分下游細分行業具備較好的成長性。

 玻璃産業鏈：玻璃行業近期漲價放緩，長期邏輯不變。光
伏玻璃受益于需求回升和單面向雙面玻璃滲透率提升的
過程中，依然處在量價齊聲的基本面回升中，預計下半年
表現良好。普通玻璃需求端70%來自地産，20%來自汽車，
過去兩年地産的新開工面積增速快于竣工面積增速，預計
後續竣工面積增速會回升，支撑普通玻璃需求。

 新能源汽車板塊： 2021年國內汽車銷量整體表現較爲平
淡，但新能源汽車保持强勁增長，前11月實現銷量299萬
輛，同比增長近170%。2021年12月31日，四部委聯合印發
《關于2022年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
知》，整體來看，2022年補貼政策延續了2020年《關于完
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中奠定的基
調，同時在細節上有一些積極的變化：1）明確新能源汽
車購臵補貼政策于2022年12月31日終止；2）2022新能源汽
車現行購臵補貼技術指標體系框架及門檻要求將保持不
變；3）明確2022年新能源汽車補貼標準在2021年基礎上
退坡30%，符合預期。2022年國內新能源車預計銷量在500
萬輛以上。

關鍵資訊：

 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漲至1.857%，為2020年1月以來
的最高水準。

 紐約聯儲1月製造業指數從一個月前的31.9銳降至-0.7，降
幅為2020年4月以來最大。1月份新訂單指標下降32.1點至
-5，出貨量指標下降26.1點至1。

 當地時間1月18日，歐盟27國財政部長繼續在比利時布魯
塞爾歐盟總部舉行會議。未來歐盟國家應實行一種既保證
經濟增長又維持財政穩定的公共財政政策。

 日本央行繼續保持當前貨幣政策寬鬆力度，維持利率水準
不變，同時將2022財年通脹預期由此前的0.9%上調至
1.1%。

 中國央行預計2022年宏觀杠杆率仍會保持基本穩定；要把
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保持總量穩定，避免信貸
“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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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改委今年首場發佈會明確2022年宏觀調控工作要點，今
年將抓緊出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一系列政策舉措，及時
研究提出振作工業運行的針對性措施。

 工信部強調，2022年是我國新能源汽車乘勢而上、加快發
展的關鍵一年，要編制汽車產業綠色發展路線圖，儘早研
究明確新能源汽車車購稅優惠延續等支持政策，完善積分
管理要求，穩定市場預期。

 國務院日前印發《“十四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
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是，
到2025年，綜合交通運輸基本實現一體化融合發展，智慧
化、綠色化取得實質性突破，綜合能力、服務品質、運行
效率和整體效益顯著提升，交通運輸發展向世界一流水準
邁進。

風險提示：

以上投研要點、行業分析是基于我們研究團隊的視野範圍及可靠資
料來源而擬備。幷非在掌握全部市場訊息下做出的理解。市場可能
會出現超過預期的因素及投資機會。同時舊資料亦可能不時被供應
方修訂。請閱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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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行業

買入：未來一年，公司絕對收益率爲 50%以上 買入：未來一年，行業整體絕對收益率爲 50%以上

增持：未來一年，公司絕對收益率介于 20%與 50%之間 增持：未來一年，行業整體絕對收益率介于 20%與 50%之間

中性：未來一年，公司絕對收益率介于-20%與 20%之間 中性：未來一年，行業整體絕對收益率介于-20%與 20%之間

回避：未來一年，公司絕對收益率爲-20%以下 回避：未來一年，行業整體絕對收益率爲-20%以下

財務權益及商務關係披露

(1) 分析員或其有聯繫者幷未擔任本研究報告所評論的發行人的高級人員；

(2) 分析員或其有聯繫者幷未持有本研究報告所評論的發行人的任何財務權益；

(3) 西證證券經紀或其集團公司幷未持有本研究報告所評論的發行人的市場資本值 1%或以上的財務權益；

(4) 西證證券經紀或其集團公司在現在或過去 12個月內沒有與本研究報告所評論的發行人存在投資銀行業務的關係；

(5) 西證證券經紀或其集團公司沒有爲本研究報告所評論的發行人進行莊家活動；

(6) 受雇于西證證券經紀或其集團公司或與其有聯繫的個人沒有擔任本研究報告所評論的發行人的高級人員。

免責聲明

本研究報告內容或意見僅供參考之用途，幷不構成任何買入或沽出證券或其他金融産品之要約。過去之成績不可作爲未來成績的指標，同

時未來回報是不能保證的，你可能蒙受所有資金的損失。本研究報告幷無顧慮任何特定收取者之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况、或風險承受程

度，投資者在進行任何投資前，必須對其投資進行獨立判斷或諮詢所需之獨立顧問意見。

雖然本研究報告資料來自或編寫自「西證（香港）證券經紀有限公司」（「西證證券經紀」）相信爲可靠之來源，惟西證證券經紀幷不明示

或暗示地聲明或保證任何該等資料之準確性、完整性或可靠性。本研究報告內所提及之價格僅供參考之用途，投資産品之價值及收入可能

會浮動。本研究報告內容或意見可隨時更改，西證證券經紀幷不承諾提供任何有關變更之通知。

西證證券經紀及其集團公司、要員、董事及雇員在任何時間可持有本研究報告所提及之任何證券、認股證、期貨、期權、衍生産品或其他

金融工具的長倉或短倉。西證證券經紀及其集團公司可能與研究報告中論述的公司(等)擁有或正尋求業務關係，包括但不限于企業融資業

務關係。因此投資者應留意研究報告的客觀性可能受潜在的利益衝突所影響。

西證證券經紀及其集團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會就由于任何協力廠商在依賴本研究報告內容時之作爲或不作爲而導致任何類型之損失

（無論是直接、間接、隨之而來或附帶者），負上法律責任或具有任何責任。

對部分的司法管轄區或國家而言，分發、發行或使用本研究報告會抵觸當地法律、法則、規定、或其他注册或發牌的規例。本研究報告不

是旨在向該等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的任何人或實體分發或由其使用。

未經西證證券經紀事先書面授權，任何人不得爲任何目的複製、發出、發表此研究報告，西證證券經紀保留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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