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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主要股市上日表现 

 收市价 
升跌（%） 

单日 年内 

恒生指数 17,524 0.57 -25.10 

恒生国企 5,945 0.74 -27.82 

恒生科技 3,555 1.13 -37.31 

上证综指 3,097 0.26 -14.91 

深证综指 1,996 -0.34 -21.13 

深圳创业板 2,340 -0.14 -29.56 

美国道琼斯 34,194 0.28 -5.90 

美国标普 500 4,027 0.59 -15.50 

美国纳斯达克 11,285 0.99 -27.87 

德国 DAX 14,428 0.04 -9.17 

法国 CAC 6,679 0.32 -6.63 

英国富时 100 7,465 0.17 1.09 

日本日经 225 28,116 0.00 -2.35 

澳洲 ASX 200 7,232 0.70 -2.86 

台湾加权 14,609 0.46 -19.82 

资料来源：彭博 

 
 
港股分类指数上日表现 

 收市价 
升/跌（%） 

单日 年内 

恒生金融 28,901 0.71 -14.67 

恒生工商业 9,611 0.64 -31.33 

恒生地产 22,777 -0.20 -23.00 

恒生公用事业 34,756 -0.41 -31.43 

资料来源：彭博 

 
 
沪港通及深港通上日耗用额度 

 亿元人民币 

沪港通 (南下) 5.13 

深港通 (南下) 12.90 

沪港通 (北上) 35.12 

深港通 (北上) 3.26 

资料来源：彭博 

 

 

 

 
 

 

 

 

 

      2022年 11月 24日 

1 

`  

     

 

      

宏观策略 

 中国将进一步放松政策以提振增长。国务院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表示，将进一
步放松政策以提振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态势，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将进一步下调，以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将引导银行为普惠小微存量
贷款适度让利（降低利率或本金展期），加大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加
快专项再贷款发放和财政贴息拨付，增加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刺激设备类
投资。国务院还表示支持互联网平台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023 年中国
将延续宽松宏观政策，并逐步重启经济。新管理层将聚焦经济发展，重点提
振企业家和市场信心。2023-2024年中国经济将处于渐进修复周期，预计中
国 GDP 增速将从 2022 的 3.3%回升至 2023 年 4.9%，两年平均增速 4.1%

左右，2024 年 GDP增速可能在 4.5%左右。（链接） 

行业速评 

 小米(1810 HK, 买入，目标价 12.28港元) - 3Q22业绩疲软，底部回暖有望。
受全球宏观经济及手机需求增长较弱的影响，公司 3Q22业绩表现疲软，其
中三季度收入/经调整净利润同比各下滑 10%/59%，符合我们及市场的预期。
手机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11%，IoT/互联网业务同比下滑 9%/4%；R&D 费用
持续走高，同比上升 26%，主要原因是 EV等其他新业务研发支出。业绩会
中管理层给出分业务解析：1）中国手机库存状况已回到健康水平，但是海
外市场去库存进程依然持续，2）AIoT: 中国区大家电销售强劲，但是海外
（尤其欧洲）市场销售疲软，3）互联网业务中 MAU 持续稳步提升，但广
告业务受到宏观环境疲软的影响。展望未来前景，我们对于小米在全球手机
市场份额提升、扩大用户数量以及 EV 创新业务发展保持正面看法，我们认
为 1H23 宏观经济的恢复将有助于公司股价的回升。我们调整目标价至
12.28港元，基于 20倍 FY23E市盈率。（链接） 

 

 石药集团 (1093 HK，买入，目标价 13.52港元) – 新冠 mRNA 疫苗临床进
展顺利。公司 9M22实现收入 23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3.8%，3Q22收
入同比增长 15.6%，占我们全年预测值的 76%。上半年公司成药收入达 186

亿元，同比增长 10.8%，主要由神经系统疾病产品及抗感染产品所贡献。 

 

新冠 mRNA 疫苗方面，公司目前已就 SYS6006 开展六项临床研究，临床
进展顺利。公司已向 CDE 提交一项在 18 岁及以上健康受试者中评价
SYS6006 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的成人组首次分析，以及一项在已接种灭活
疫苗的受试者中评价 SYS6006 作为异源加强针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的首次
分析结果。 

 

此外，公司新产品销售增长迅速。公司已提交铭复乐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
上市申请，预计将于 2023年 12月获批，铭复乐已进入超过 2000家医院，
预计在 22 年收入能突破一亿元。另外，多恩达自今年 1 月份获批上市以来，
销售增速强劲，预计 22年收入达到 1.5亿元，23年实现翻番。 

 

我们目前并未将新冠 mRNA 疫苗 SYS6006 的潜在收入贡献计入估值模型。
我们预测公司收入在 FY22E/ FY23E分别增长 12.5%/ 13.6% ，归母净利润
分别增长 6.9%/ 17.8%。我们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 13.52 港元。（链接） 

 

每日投资策略 

 

 

宏观及行业展望 

https://www.cmbi.com.hk/article/7597.html?lang=tc
https://www.cmbi.com.hk/article/7598.html?lang=tc
https://www.cmbi.com.hk/article/7596.html?la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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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银国际环球市场焦点股份 

 
资料来源：彭博、招银国际环球市场研究 (截至 2022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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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银国际环球市场上日股票交易方块 – 23/11/2022 

 

板块 (交易额占比, 交易额买卖比例) 

 
 
注： 

1. “交易额占比”指该板块交易额占所有股份交易额之比例 

2. 绿色代表当日买入股票金额≧总买卖金额的 55% 

3. 黄色代表当日买入股票金额占总买卖金额比例>45%且<55% 

4. 红色代表当日买入股票金额≦总买卖金额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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