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ble_Title] 

万联晨会 
 

[Table_MeetReportDate] 
2022 年 01 月 13 日 星期四 

 

[Table_Summary] 
概览 

核心观点 

周三 A股单边上行，电力设备、有色金属、汽车领涨，建筑材料、钢

铁、地产跌幅较大。上证指数收涨 0.84%报 3597.43点，深证成指涨

1.39%，创业板指涨 2.64%，科创 50涨 1.70%；两市成交额 1.06万亿

元；北向资金净买入 70.18 亿元。海外方面，美国三大股指小幅收

高，道指涨 0.11%，标普 500 指数涨 0.28%，纳指涨 0.23%；欧洲、

亚太股指多数收涨。 

昨日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 CPI 同比上涨 0.9%，PPI 同比上

涨 8.1%；12月 CPI同比上涨 1.5%，涨幅比上月显著回落 0.8个百分

点，主要受猪肉和鲜菜价格回落拖累；12月 PPI同比上涨 10.3%，涨

幅比上月回落 2.6个百分点，为 4个月新低；PPI环比下降 1.2%，

一年半以来首现负增长，主要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叠加原油

等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影响。美国劳工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12月 CPI环比上涨 0.5%，高于 0.4%的预期；同比上涨 7%，是

1982年 6月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高于 11月的 6.8%，主要受食品、

汽车、服装等项目价格上行影响。预计美联储受高通胀影响或最早于

3 月开启加息；PPI高位下行，CPI受猪肉价格拖累或温和上行，“稳

增长”基调下央行货币政策仍有一定宽松空间。后续行业配置方面：

1）继续关注“稳增长”主线下景气度触底反弹、避险属性较强的必选

消费，以及近期加码发力的基建产业链；2）高景气赛道大幅回调下，

关注安全边际较高的低估值板块；3）中长期围绕“制造强国、科技创

新”主线布局符合产业发展大趋势的 5G创新应用、物联网、网络设备

等领域。 

 

研报精选 

宏观：通胀如期回落，需求依然不强   

[Table_InnerMarketIndex]  国内市场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上证指数 3,597.43 0.84% 

深证成指 14,421.20 1.39% 

沪深 300 4,845.58 1.00% 

科创 50 1,316.35 1.70% 

创业板指 3,136.69 2.64% 

上证 50 3,236.31 0.68% 

上证 180 9,997.08 0.78% 

上证基金 7,452.30 0.85% 

国债指数 191.81 0.02% 
 

 

[Table_InterIndex] 国际市场表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幅% 

道琼斯 36290.32 0.11% 

S&P500 4726.35 0.28% 

纳斯达克 15188.39 0.23% 

日经 225 28765.66 1.92% 

恒生指数 24402.17 2.79% 

美元指数 95.60 0.00% 
 

 

[Table_MeetContact] 主持人: 赵达 

Email: zhaoda@wl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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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eetContent] 

[Table_Content] 
核心观点 

 

周三 A股单边上行，电力设备、有色金属、汽车领涨，建筑材料、钢铁、地产跌幅较大。

上证指数收涨 0.84%报 3597.43 点，深证成指涨 1.39%，创业板指涨 2.64%，科创 50 涨

1.70%；两市成交额 1.06万亿元；北向资金净买入 70.18亿元。海外方面，美国三大股指

小幅收高，道指涨 0.11%，标普 500 指数涨 0.28%，纳指涨 0.23%；欧洲、亚太股指多数

收涨。 

昨日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 CPI 同比上涨 0.9%，PPI同比上涨 8.1%；12月 CPI同

比上涨 1.5%，涨幅比上月显著回落 0.8 个百分点，主要受猪肉和鲜菜价格回落拖累；12

月 PPI 同比上涨 10.3%，涨幅比上月回落 2.6 个百分点，为 4 个月新低；PPI 环比下降

1.2%，一年半以来首现负增长，主要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叠加原油等部分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走低影响。美国劳工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 CPI环比上涨 0.5%，

高于 0.4%的预期；同比上涨 7%，是 1982 年 6月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高于 11月的 6.8%，

主要受食品、汽车、服装等项目价格上行影响。预计美联储受高通胀影响或最早于 3月开

启加息；PPI 高位下行，CPI 受猪肉价格拖累或温和上行，“稳增长”基调下央行货币政策

仍有一定宽松空间。后续行业配置方面：1）继续关注“稳增长”主线下景气度触底反弹、

避险属性较强的必选消费，以及近期加码发力的基建产业链；2）高景气赛道大幅回调下，

关注安全边际较高的低估值板块；3）中长期围绕“制造强国、科技创新”主线布局符合产

业发展大趋势的 5G创新应用、物联网、网络设备等领域。 

 

分析师  徐飞  执业证书编号  S0270520010001 

 

研报精选 

 

通胀如期回落，需求依然不强 

——12 月通胀数据点评 

事件：12月 CPI同比 1.5%，前值 2.3%，预期 1.7%，环比-0.3%；PPI同比 10.3%，

前值 12.9%，市场预期 10.8%，环比-1.2%。 

CPI 食品项同比下行，非食品项同比增速放缓。食品项受供需、季节等影响。核心

CPI、服务项价格同比持平，消费品同比下跌。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回落，汽油、柴油

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下跌。 

蔬菜同比高位回落，猪肉价格同比下行，负增依然形成拖累。多数食品项价格同比

回落，肉类增速放缓，鲜菜价格同环比均明显回落，上市量有所增加；鲜果价格季节性

上行。11月能繁母猪存栏仍处高位，虽然同比延续回落，猪肉价格的上行拐点的确定仍

需时间。腊肉腊肠等腌制进入尾声，叠加疫情管控给消费带来的约束，需求旺季价格仍

面临部分回调压力。 

非食品项增速回落，交通工具燃料同环比大幅回落，家庭服务和家具同环比上行。

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影响，柴油、燃油等燃料价格下跌；居住项中，水电燃

料同环也出现回落。服务项中，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教育服务同比小幅下行，旅游

在低基数作用下同比上行。 

PPI 同比下跌，采掘工业快速回落。原材料和加工工业均有所回落，两者剪刀差缩

窄。生活资料中，仅耐用消费品类增速上行，一般日用品回落，食品、衣着小幅下行。

生产资料分项均下跌，原材料工业跌幅大于加工工业跌幅。工业企业成本压力有望进一

步得到释放，利润有望在二季度逐步修复。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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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开采和加工类本月明显回调。黑色金属采选同比转负，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压

延持续下行，非金属矿物制品也有所放缓。12月原油受 OPEC+增产计划和欧美等国家

Omicron 疫情传播范围扩大影响，价格处于阶段性低位，降至 80美元/桶以下。但未来

短期仍有上行压力。煤炭在保供稳价政策的调控下，价格逐步回归。煤炭、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以及加工业大幅回落，冬季北方开工收到一定影响，钢材、水泥等建材需求季

节性偏弱，房地产开工四季度整体承压，也给黑色产业链带来一定拖累。 

中下游制造业价格分化。设备制造业同环比继续小幅上行，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

备制造业和铁路等运输设备制造业小幅回落。整体中下游行业价格相对稳定。电力、热

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持续上行，部分受冬季供暖需求增加带动。 

CPI 预期上半年上行幅度有限，PPI回落趋势延续，当前并不对货币政策构成掣

肘。猪肉供应相对偏宽松，猪周期尚未见底。全面降息不会带来通胀的攀升，政策对于

消费端依然保持呵护的态度。 

风险因素：主要资源国政策变动带动大宗商品价格拉升，原油价格波动加剧，流动

性投放超预期。 

 

分析师  徐飞  执业证书编号  S027052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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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miseInfo] 证券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执业态度，独立、

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

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Table_MeetReliefTip]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制作及发布。 

本晨会纪要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晨会纪要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公司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

更，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晨会纪要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本公司会适时更

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除了一些定期出版的报告之外，绝大多数研究报告是在

分析师认为适当的时候不定期地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本晨会纪要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

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

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晨会纪要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

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晨会纪要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

现，未来的回报也无法保证，投资者可能会损失本金。外汇汇率波动有可能对某些投资的价值或价格或来

自这一投资的收入产生不良影响。 

那些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在任

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晨会纪要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

行承担风险。 

本晨会纪要主要以电子版形式分发，间或也会辅以印刷品形式分发，所有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

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发或公开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

将报告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用途。 

如需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需注明出处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

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我方许可而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的,引起法律后果和造成我公司经

济损失的,概由对方承担,我公司保留追究的权利。 
 

 

 

[Table_AdressInfo]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所 

上海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28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北京  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中海国际中心 

深圳  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7 号金地中心 

广州  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高德置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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