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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行业   

去年全国光伏新装机增 10%，分布式占比首次

过半 
 

文昊, CPA  bob.wen@bocomgroup.com  
 

2021 年全国光伏新增装机约 53 吉瓦（12 月：18 吉瓦），同比增长
10%，接近行业协会 12 月预测 45-55 吉瓦的上限，但低于年初市场普遍
预期的 60 吉瓦。 

2021 年分布式光伏新增约 29 吉瓦，占新增装机 55%，历来首次过半。
其中，受国补最后 1 年抢装推动，户用光伏新增装机 21.6 吉瓦（12
月：5.1 吉瓦），同比增长高达 113%。 

我们预计，2022 年全国光伏新增装机将同比增加约 40%至 75 吉瓦，需
求高增将推动光伏制造企业业绩增长，首选具有明显成本优势和产能快
速扩张的光伏玻璃龙头福莱特玻璃（6865 HK/买入）。 

 
 

腾讯音乐  TME US  

广告、社交娱乐短期仍承压，下调 4 季度业绩

预期 
 

收盘价:  美元 6.39   潜在涨幅: +40.8%  

谷馨瑜, CPA  connie.gu@bocomgroup.com  
 

我们下调 21 年 4 季度收入预测 5%至 76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
环比降 9%/3%。经调整净利润 8.5 亿元，对应经调整净利润率为
11.5%，同比降 4.9 个百分点，主要因社交收入占比下降，毛利率环比降
70 个基点至 28.7%。  

会员拉新促销活动持续，我们预计音乐会员仍将维持稳健增长，ARPPU
仍呈下降态势。监管持续强化，非付费音乐收入短期仍承压，我们预计
4 季度非付费收入 9 亿元，同比/环比降 20%/4%。其中，开屏广告监管
继续趋严，广告收入同比或转为负增长，数专收入同比或降 50%+。 

预计 4 季度社交娱乐收入同比降幅扩大至 15%，用户、ARPPU 均面临下
行压力。 

考虑短期广告和社交业务承压，我们下调 22 年收入预测 4%，并基于
SOTP 下调目标价至 9 美元（原 12 美元），维持买入。 

 
 

全球主要指数  

 

资料来源：FactSet 
 

主要商品及外汇价格 

 

资料来源：FactSet 
 

恒指技术走势 
恒生指数 24,656.46 

50天平均线 23,689.84 

200天平均线 25,085.42 

14天强弱指数 47.31 

沽空 (百万港元) 20,735 
 

资料来源：Fact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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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观察   

数据监测：2021 年中国经济平稳收官 宏观策略  

罗为腾  sophia.luo@bocomgroup.com  
 

中国 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8.1%，高于 8.0%的市场预

期和世界银行预测的 5.5%的全球平均增速，也优于预期完成政府工作报
告中制定的“6%以上”经济目标。全年经济总量突破 110 万亿元人民币
（下同），稳居世界第二。 

分季度看，去年 4 季度 GDP 同比上升 4.0%，为 2020 年 2 季度以来最
低，全年经济增速呈逐季走低态势。 

人民银行 1 月 20 日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 年期 LPR 下降 10
基点至 3.7%，而作为房贷利率基准的 5 年期 LPR 下降 5 基点至 4.6%，为
2020 年 4 月以来首次。央行 17 日开展 7,000 亿元 1 年期 MLF 操作，中
标利率下降 10 个基点至 2.85%。 

2021 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6%。
社零总额上涨 12.5%，惟 12 月当月增速逊于市场预期且较 11 月进一步
回落。 

 
 

交通运输及基建行业周报   

基建项目进入快车道；航空客运需求略有起色 
      

王琪  maggie.q.wang@bocomgroup.com  
 

我们重点介绍交通运输及基建行业一些重要的更新数据： 

对外投资：202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所放缓，但以美元计的“一带一
路”投资同比增长 14.1%，保持稳健。 

固投：去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9% 至 54.5 万亿元人民币，其
中基础设施投资仅增长 0.4%。但我们预计基建投资将在今年上半年发
力。 

航空：12 月中国航空客运需求降幅略为收窄。如果旅行限制放松，我们
预计上半年国内客运量和运力将迅速恢复。 

集装箱航运：临近春节，现货运价走软，但维持高位运行。上海集装箱
运价指数环比下跌 0.8% 至 5,053.1 点。 

投资启示：我们认为国内航空公司的收入在 2022 年有望恢复，但盈利能
否全面反弹仍取决于国际航班的正常化。为稳经济，基建投资有望在 22
年上半年得到提振，这也将利好香港上市的三大基建公司近期的股价表
现。 

 



2022 年 1 月 25 日 

每日晨报 

 

 

 

 
下载本公司之研究报告，可从彭博信息：BOCM  或  https://research.bocomgroup.com 3 

 

 

 

本周公布经济数据 – 美国  本周公布经济数据 – 中国 
日期  事件  市场预期  上次数据   日期  事件  市场预期  上次数据  

1月 26日 新屋销售(千) 760 744  1月 29日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50.0 50.3 

1月 27日 耐用品订单 (%) 0.40 0.80      

1月 27日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千) 255 286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交银国际最新研究报告 

深度报告 

1月 24日 中国市场策略 - 恒指正处于长期重要拐点 洪灝, CFA 

1月 19日 中国市场策略 - 中国央行阐明其政策立场 洪灝, CFA 

12月 21日 公用事业行业剖析 - 愿景系列 4：绿氢将迎来黄金十年 郑民康, 孙胜权, 文昊, CPA 

12月 21日 中国房地产行业剖析 - 破局之前 谢骐聪, CFA, FRM, 李易, CFA 

12月 17日 中国市场策略 – 共同富裕：百年市场历史的领悟 洪灝, CFA、谭淳、罗为腾 

11月 23日 交银国际研究 – 2022年投资展望 交银国际研究团队 

11月 15日 中国市场策略 –展望 2022：夕惕若厉 洪灝, CFA、谭淳、罗为腾 

11月 5日 物流行业剖析- 快递行业亟需转型，综合物流为大势所趋 徐涵博、王琪 

10月 21日 新能源行业剖析 - 我国电化学储能爆发在即，锂电储能迎巨大机遇 文昊, CPA、陈庆、孙胜权 

10月 18日 中国市场策略 - 房地产变局，人口老龄化对于共同富裕的意义 洪灝, CFA, 谭淳, 罗为腾 

9月 29日 越秀服务 (6626 HK) - 立足大湾区，背靠国企母公司，地铁相关项目具特色；首予买入 谢骐聪, CFA, FRM 

9月 27日 京东物流 (2618 HK) - 以数字化供应链为核心，重塑物流效率，首予买入 孙梦琪, 谷馨瑜, CPA, 赵丽, CFA 

9月 16日 保险、房地产及医药行业剖析 - 养老地产：保险企业以重资产模式为主，房企转向轻资产 万丽, CFA, FRM, 谢骐聪, CFA, FRM, 聂照亿 

9月 7日 交银国际研究 – 共同富裕下的政策影响分析 交银国际研究团队 

9月 7日 航运及物流行业剖析 - RCEP极大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利好航运物流 王琪, 徐涵博  

9月 7日 汽车行业剖析- 数据安全新规无阻智能电动汽车的长期崛起 陈庆 

9月 7日 消费行业剖析 - 拆解中国五万亿体育产业背后的政策顺风和机会 呂浩江, CFA 

9月 7日 医药行业剖析 - 医疗改革深化，需求仍然旺盛，创新还是主旋律 聂照亿 

9月 7日 中国房地产行业剖析 - 长期的政策逆风下，开发商适者生存 谢骐聪, CFA, FRM 

9月 7日 保险行业剖析 - 国民养老公司成立，有望推动养老第三支柱加快发展 万丽, CFA, FRM 

9月 7日 燃气行业剖析 - 愿景系列之三：燃料电池汽车在政策支持下全速前进 郑民康 

9月 7日 证券行业剖析 - 预计严监管将对投行业务产生阶段性影响 张晶裔, 万丽, CFA, FRM 

每日报告 

1月 24日 中国宏观观察 - 数据监测：2021年中国经济平稳收官 罗为腾, 谭淳 

1月 24日 腾讯音乐 (TME US) - 广告、社交娱乐短期仍承压，下调 4季度业绩预期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赵丽, CFA 

1月 24日 新能源行业 - 去年全国光伏新装机增 10%，分布式占比首次过半 文昊, CPA, 孙胜权 

1月 24日 龙源电力 (916 HK) - A股上市启动新一轮快速扩张 孙胜权, 文昊, CPA 

1月 24日 长城汽车 (2333 HK) - 快评：2021 年盈利预告超预期 陈庆 

1月 21日 新世界发展 (17 HK) - 租金收入增长坚挺且内地销售喜人，维持买入 谢骐聪, CFA, FRM, 李易, CFA 

1月 21日 燃气行业 - 随着内生性增长正常化，市场预期有所调整 郑民康 

1月 20日 百度 (BIDU US) - 21年 4季度业绩预览：广告承压，云业务维持高增长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赵丽, CFA, 蔡涵 

1月 20日 银行业 - LPR连续下调不利息差，但缓解资产质量担忧才是关键 王瑾, 韩嘉楠 

1月 20日 安踏 (2020 HK) - 4季度增速回稳，但 2022年仍未摆脱放缓风险 呂浩江, CFA, 郑飞 

1月 19日 互联网行业 - 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头部游戏 IP价值仍在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赵丽, CFA, 王婷 

1月 19日 汽车行业 - 宁德时代的换电策略会否成为电动车领域的变革者？ 陈庆 

1月 18日 保险行业 - 银保监会印发《通知》进一步明确健康险转型方向 万丽, CFA, FRM 

1月 18日 龙光集团 (3380 HK) - 香港项目推售有望增厚境外资金 谢骐聪, CFA, FRM 

1月 17日 爱奇艺 (IQ US) - 22年广告承压，短期聚焦降本增效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赵丽, CFA 

1月 17日 中国宏观观察 - 数据监测：外贸保持韧性；社融有所回温；通胀如期回落 罗为腾, 谭淳 

1月 17日 招商银行 (3968 HK) - 增长和资产质量出色；重申买入 王瑾, 韩嘉楠 

1月 17日 中国信达 (1359 HK) - 助贷模式面临转型，信达不参与蚂蚁消金增资 万丽, CFA, FRM 

1月 14日 互联网行业 - 长视频内容播放持续下降，短期聚焦利润率改善 谷馨瑜, CPA, 孙梦琪, 赵丽, CFA, 王婷 

1月 14日 小米集团 (1810 HK) - 2022年竞争力边际提升，看好印度市场长期潜力 许亮 
 

资料来源：交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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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数成份股 

 
 

 

 资料来源：Fact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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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指数成份股 

 
 

 

资料来源：Fact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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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国际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68 号万宜大厦 10 楼 

总机: (852) 3766 1899      传真: (852) 2107 4662  
 

评级定义 

 
 

 



2022 年 1 月 25 日 

每日晨报 

 

 

 

 
下载本公司之研究报告，可从彭博信息：BOCM  或  https://research.bocomgroup.com 7 

 

 

分析员披露 

 

 
 

有关商务关系之披露 

 

 
 

免责声明 

  

 


	新能源行业
	腾讯音乐
	中国宏观观察
	交通运输及基建行业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