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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热点 

12 月 3 日晚间，滴滴官网发布公告称“将公司 ADS 从纽交所摘牌，同时确保 ADS 

持有人可在另一个国际公认的证券交易所自由转换公司股票”之后，滴滴股价开始

大幅下跌。 

滴滴股价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12月 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布通过法规修正案，完善了《外国公司问

责法》（HFCAA）相关的信息提交与披露实施细则，监管政策即将进入实质性执行阶

段。该法律规定，如果PCAOB连续三年无法审计其所要求的会计报告，SEC可以禁止

该公司的股票交易，并从美国的交易所退市。此外，该法律还要求在美上市公司披

露其是否由任何的外国政府持股或控制，并提供其审计底稿。 

投资人担心美国上市中国科技企业大规模退市，从而带动中概股整体显著大幅下行，

同时可能会继续影响香港二次上市相关企业 

中概股 ETF-PowerShares 

资料来源: Wind，中信建投证券 

历史回顾： 

7月 2日晚间，国家网信办官网发布公告称，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

全，保障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滴滴出行”实施网

络安全审查。为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工作，防范风险扩大，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

止新用户注册。滴滴成为唯一一个被动用国安法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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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主要资产 

 

 
资料来源: Wind，美元债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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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市动态 
1、新股动态： 

港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HKEx 

 

美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NYSE, NASDAQ 

 

A 股新股行情 

资料来源: SSE, SZ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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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数动态： 

 恒生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港股主要指数均下跌，恒生科技跌 3.7%，恒生指数跌 1.3%。 

 11 月下旬港股互联网公司大跌，因为部分互联网龙头公布的业绩不及预期，叠

加新一轮疫情以及近期互联网监管的新政策压制风险偏好。 

 美联储加息出现提速，大概率带动美债利率上行，美元走强，全球流动性收紧

步伐加速，或对新兴市场形成抽水效应，港股将继续承压。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美股重要指数均下跌，中概股指数跌 15.4%，纳斯达克指数跌 2.6%，标普 500

指数下跌 1.2%，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0.9%。 

 美强就业下现低非农，货币收缩趋势已显 

美国紧张的就业市场与持续高企的通胀，加上变异毒株美联储当下的 Taper 是有可

能在 12 月会议上有所提速。美联储货币收缩的趋势已经显露，一旦 2022 年通胀延

续高企超过半年，加息也将随之而至。 

 滴滴退市方式引关注，中概股恐慌或冲击港股 

12 月 3 日晚间，滴滴官网发布公告称“将公司 ADS 从纽交所摘牌，滴滴股价大幅 

下跌，加上此前美国证监会公布的监管外国上市公司新规配套细则加大了中概股退

市担忧，从而带动中概股整体显著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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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 A股重要股指均上涨，上证指数涨1.2%，沪深300涨 0.8%，创业板指涨0.3%。 

 近期 A 股走势跟美股完全背离 

根本原因在于中美经济周期阶段和货币政策的背离，上周五李克强总理提出“适时

降准”，而美联储官员近期维持鹰派。 

 地产风险缓解 

央行、证监会以及银保监会周五有关地产的表态，叠加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加速缓解市场对地产的担忧预期。 

 11 月 PMI 重回扩张区，经济动能小幅回升 

尽管往后看 2022 年上半年基本面仍将持续探底，但市场对分子端的下行已逐步预

期，业绩空窗期盈利的负向拖累有限。 

 

四、债市动态 
1、中资离岸债券 

上周主要债券定价 

资料来源: Wind 

 

 新增就业人数低于预期和工资上涨放缓可能使得美联储不急于加息。关注美联

储 12 月议息会议是否加快缩减货币，但更关键的是美国工资上涨放缓能否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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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11 月制造业 PMI 升至 61.1，产出指数由 59.3 升至 61.5，新订单指数 

由 59.8 升至 61.5，客户库存指数由 31.7 大幅回落至 25.1，或反映出感恩

节、“黑五”等消费旺季拉动美国市场需求走强，提振制造业生产，使得库存 

持续去化。 

 

2、中国境内债券  

地方利率债发行与到期（亿元） 

资料来源: Wind 

10 年国开招标倍数继续回落：上周四招标的 10 年国开债全场倍数较上周回落(3.54 

vs 4.06)；中标收益率 3.05，算返费后较前 一交易日估值低 3BP。 

本周政府债净融资 1,135 亿元，较上周减少 3,402 亿元。其中国债净融资 1,087 亿

元，包括本周五发行的 260 亿元 30 年国债；地 方债净融资 47 亿元。 

中国平安表示： 

 PMI 回归荣枯线之上，企业经营成本压力明显缓解； 

 市场由定价“宽货币”转向定价“宽信用”和“稳增长”； 

 上周五晚间，克强总理提及“适时降准”，夜盘国开活跃券收益率大幅回落，

本次降准可能难以改变短期债市调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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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宗动态 
 原油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国际油价上周六连跌，刷新逾三个月低点。NYMEX 原油期货收跌 2.86%至 66.22 美元

/桶；ICE 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2.31%至 70.14 美元/桶。 

 人们越来越担心新冠病毒病例的增多和一种新变种可能会减少全球石油需求； 

 OPEC+坚持逐月增产 40 万桶/日的计划； 

 伊朗核协议重生之路艰难，稍稍缓解了市场担忧。 

高盛称，短期来看，市场需要更多 Omicron 病徵与传染力等资讯，才能带动油价反

弹，且可能需要更多证据表明现货市场供需紧绷，油价才会回到每桶 80 美元以

上。  

铜价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上周国内现货呈直线下降趋势，国内现货 1#铜均价 70,322 元/吨，环比下跌 2.6%。 

 国内库存低位，现货升水仍高，产业驱动偏强，国内货币维稳，总需求弱势； 

 美联储态度鹰派，美元指数走强，压制有色金属价格；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南非变异病毒引发市场担忧，短期市场驱动偏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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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铜生產商智利国营铜业公司(Codelco)日前表示，预计铜价一年内将降至每

磅 3.8-3.9 美元之间，低於目前每磅 4.3 美元的价格。 
 

黄金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现货黄金连续第三周收低，盘中创 11 月 3 日以来新低至 1,761.40 美元/盎司，但终

盘回补多数跌势，收于 1,782.79 美元/盎司。 

 美联储可能会加快缩减购债计划，以应对日益紧缩的劳动力市场，并为比预期

更早升息打开大门； 

 围绕这个新变种是否比 Delta 变种更危险存在不确定性，黄金下行空间有限； 

花旗表示，奥密克戎引发的避险情绪和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走低对金价形成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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