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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即日觀點
隔夜美國三大指數漲跌不一，僅納指有漲幅，其中，互聯
網科技與生物科技股強勢，石油與消費弱。昨日國內滬深
兩市與港股偏強，其中，半導體與軍工繼續強，汽車產業
鏈走弱。昨晚美股發佈最新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增加
6000 人至 26 萬人，符合預期，但是部分機構發佈預測新增
就業人數將走低，主要的互聯網科技公司都發佈裁員資
訊，反映美國經濟衰退風險增加。早前美國發佈的二季度
GDP 下滑 0.9%，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也反映了美國進入
經濟衰退週期，因此繼續支持美聯儲加息將逐步放緩的預
期，市場將進入加息週期後期，美國推出經濟投資方案將
成為市場關注焦點。短期看來美股大概率企穩回升，可關
注受益於美國推出氣候投資法案與晶片法案的優質企業。
國內市場資金明顯謹慎，熱門的新能源與新能源汽車產業
鏈出現退潮的跡象，然而基建、地產、金融等行業持續低
迷，主要由於各地疫情防控與中美關係等負面資訊的影
響。海外已經大幅度放開疫情防控措施，而國內疫情防控
暫時仍沒有明確的取消疫情防控的時間表，導致企業投資
與民眾消費的信心不足；美國連續加息的確短期壓制中國
央行短期貨幣寬鬆操作空間，導致國內無法進一步刺激經
濟，最新國內的製造業 PMI 再度回落至 50 以下，反映經濟
基本面比較弱，疊加美國再次給中國經濟與政治製造麻
煩，導致半導體行業先進制程發展受限制與台海局勢緊
張。國內目前狀況短期無法回避，需要耐心等待國內調整
疫情防控政策與進一步採取措施刺激經濟，市場震盪築底
概率較大。中長線看，就國內而言，隨著國內未來政策調
整，一旦市場信心獲得恢復，預計市場大量閒置資金將大
概率流回股市，繼續為市場帶來增量資金，支援港股與 A
股維持震盪上揚的趨勢。短期可以重點關注半導體板塊，
美國聯合日本、韓國、臺灣等成立晶片聯盟，目標限制中
國半導體發展，預計為了產業安全，國家將加大對半導體
行業扶持，關注設備、材料、第三代半導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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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生產以及商業化創新型藥物
推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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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月 04 日未持有 6160.HK。

市場熱點板塊及個股:
A 股市場
1.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召開 2022 年下半年工作會議。會議要求，2022 年下半年，營造良好的貨幣
金融環境，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實體經濟貸款投放，保持信貸平穩增長，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
降。加大對基礎設施、普惠小微、綠色發展、科技創新、交通物流等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繼續推
動臨港新片區跨境貿易投資高水準開放試點政策落地和效果顯現。深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加
快綠色金融創新。持續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支持銀行開展人民幣境外貸款業務和外貿新業態跨境
人民幣結算服務。發揮金融委辦公室上海協調機制作用，加強金融監管協作。繼續穩妥實施房地產
金融審慎管理。配合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推進 P2P 網貸機構存量業務化解。加強債
券市場、貨幣市場風險監測。嚴防銀行帳戶風險，加大涉賭涉詐打擊力度。加強支付機構監管。探
索洗錢風險監管評估，持續推進打擊治理洗錢違法犯罪三年行動。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和外匯形
勢分析。(萬得資訊)
2. 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最新報告顯示，雖然受疫情影響，2020 年我國餐飲市場規模有所下滑，但隨著疫
情防控常態化，國民消費熱情被點燃，2021 年我國餐飲市場規模已恢復至 4.7 萬億元，同比增長
18.6%。(萬得資訊)
3. 印度稅收情報總局發佈通告，指控 vivo 逃稅 221.7 億盧比（約合人民幣 18.9 億元）。DRI 指控，
對 vivo 印度公司工廠的搜查發現，vivo 印度公司蓄意在某些進口產品的描述中作虛假申報，這些
產品用於製造手機。(萬得資訊)
4. 據半導體行業國際團體 SEMI 預計，2022 年半導體矽晶圓的全球供貨面積將比創下歷史最高的 2021
年還要高出 6%。電子產品所必需的晶圓的供貨規模在截至 2021 年的 30 年內增至原來的 8 倍。(萬
得資訊)
5. CINNO Research 調查資料顯示，上半年全球市場 AMOLED 智慧手機面板出貨量約 2.78 億片，較去年
同期下滑 10.5%。京東方出貨量同比增長 15.4%，以 10.3%的市場份額位居全球第二，穩居國內第
一。(萬得資訊)

H 股市場
6. 阿里巴巴-SW 發佈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三個月業績，公司收入為人民幣 2,055.55 億元，同比保
持穩定，主要由於中國商業分部收入同比下降 1%至人民幣 1,419.35 億元，部分被雲業務收入同比
增長 10%至人民幣 176.85 億元所抵銷。期間經營利潤為人民幣 249.43 億元，歸屬于普通股股東的
淨利潤為人民幣 227.39 億元及淨利潤為人民幣 202.98 億元，非公認會計準則淨利潤為人民幣
302.52 億元。(萬得資訊)
7. 中國恒大公佈，於 2022 年 8 月 3 日，集團與受讓方簽訂解除協定，據此解除原合同並由集團退還
該地塊土地使用權，而受讓方將支付合計人民幣 55.20 億元出讓金退庫款。據悉，該地塊坐落于廣
州市番禺區謝村片區，包含四個分地塊，總面積為 499,113 平方米，可建設用地面積為 301,062 平
方米。根據原合同，轉讓方獲授予該地塊作商業及體育用地的土地使用權，有效期為 40 年，及作
商務用地的土地使用權，有效期為 50 年，均自該地塊交付予轉讓方之日(即 2020 年 7 月 24 日)起
計算。集團已在該地塊開始建設，包括但不限於動工建設廣州恒大足球場，其為轉讓方按原合同的
要求在體育用地建設設置至少 8 萬個座位的專業足球場。(萬得資訊)
8. 廣汽集團公佈 2022 年 7 月份產銷快報，公司 2022 年 7 月汽車產量為 23.3621 萬輛，同比增長
42.69%，本年累計產量為 138.5276 萬輛，同比增長 18.89%；7 月汽車銷量為 22.0104 萬輛，同比
增長 21.93%，本年累計銷量為 137.003 萬輛，同比增長 13.50%。其中，7 月新能源汽車銷量
2.7064 萬輛，同比增長 127.26%，1-7 月，累計銷量 14.0399 萬輛，同比增長 121.25%。7 月廣汽埃
安銷量 2.5033 萬輛，同比增長 138.27%，1-7 月，累計銷量 12.5284 萬輛，同比增長 134.74%。(萬
得資訊)
9. 百濟神州發佈公告表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 3 個月內，收入為 3.416 億美元，同比增長
127.7%。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收入 6.48 億美元。公司二季度研發費用為 3.782 億美
元，同比增長 6.2%。 (萬得資訊)

海外市場
10. 美聯儲梅斯特表示，9 月份美聯儲可能加息 75 個基點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很有可能是 50 個基
點，美聯儲將以資料為指導。梅斯特認為利率應該略高於 4%，一旦通脹率回落至接近 2%的目標，
美聯儲就會降息。(萬得資訊)
11. 美國上周初請失業金人數增加 6000 人至 26 萬人，接近去年 11 月以來的最高水準，表明勞動力市
場持續放緩。截至 7 月 23 日當周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增至 142 萬。美國 7 月挑戰者企業裁員人
數 2.58 萬人，前值 3.25 萬人。(萬得資訊)

大行報告
12. 花旗發佈研究報告稱，重申比亞迪股份(01211)「買入」評級，續列為行業首選，目標價 640 港
元。該行預計公司將在今年 12 月產量達 28 萬輛/月，意味著 2022 年剩下月份環比增長 11%，全年
銷量達到 190 萬輛，高於目前預測的 160 萬輛。(格隆匯)
13. 麥格理研究報告稱，維持理想汽車-W「跑贏大市」評級，預測 2022 年下半年汽車銷量為同業最
高，目標價由 126.3 港元升 12.9%至 142.6 港元，預計估值將高於同業。另下調公司全年收入預測
3%，純利預測下調 11%。(格隆匯)
14. 小摩發佈研究報告稱，維持滙豐控股「增持」評級，應今年第二季業績更新其模型預測，將 202224 年經調整每股盈測上調 11%/13%/4%，反映更多利率調升推動淨利息收入增長，目標價由 65 港元
上調至 70 港元。(格隆匯)
15. 美銀證券發表報告指，認為嗶哩嗶哩-SW 業務將逐步恢復，第二季業績料大致符預期，月活躍用戶
數量將按年增長 26%至 2.98 億，用戶參與度將保持在第一季的高水準。該行認為，下半年嗶哩嗶哩
廣告業務料反彈，按年升幅或有 20%以上，受惠於恢復遊戲審批帶來的遊戲廣告商的需求，以及新
業務故事模式帶來的廣告增加，因此輕微提高今年的收入預測，而 2023 和 2024 年收入預測就因宏
觀環境和遊戲行業挑戰而降低 3%至 4%。(格隆匯)
16. 國信證券發佈研究報告稱，維持美團-W「買入」評級，並繼續推薦。公司在初期堅持服務類團購，
注重用戶體驗，千團大戰採取「邊算帳邊開城」的科學決策方式，同時注重利用科技提升效率，與
互聯網巨頭支持的競爭對手糯米網和口碑網逐漸拉開差距。該行認為其到店業務經營壁壘較高，行
業領導者地位仍無法撼動。(格隆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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