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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 中国经济 “再平衡” 的步伐即将迈出 
国家统计局公布 11 月份内地经济增长数据，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前值为 6.2%，回落 0.1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2%，前值为 7.3%，回落 0.1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 10.2%，前值为 10.0%，回

升 0.2 个百分点。经济低迷是短期现象。环保政策和供暖季限产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拖累将延续至 2018 年一

季度。供暖季结束后，工业生产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修复。全球经济回暖有望拉动中国出口持续增长。消费增

速短期因房地产相关商品和汽车销售回落而承压，预计未来逐步回升。资本开支回暖有望对中长期经济形成支

撑。房地产周期下行是 2018 年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但基建应保持稳定增长，总体负面影响有限。中国经济

短期仍然处于 “底部” 阶段，流动性超预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 — 不应过度解读央行 “加息” 
此次央行跟随美联储加息而上调中期借贷便利和短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幅度不及市场预期，我们根据资金面、

政策面、经济基本面、海外因素四个方面对加息进行解读，认为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货币政策中性稳健趋

势未变，不是进一步收紧信号。 

计算机行业 — AI 行动计划剑指 2020  看好技术龙头与场景专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我们认为紧随中央 “人

工智能产业规划”，落实产业发展细则，期待政策红利。在人工智能 (AI) 技术与数据经济新引擎的驱动下，随

着行业规划细则的持续推进，政策红利有望持续释放。推荐两条主线，(1) 偏技术方向：四维图新 (002405 

CH)、科大讯飞 (002230 CH)、中科创达 (300496 CH) 等：(2) 偏场景方向：恒生电子 (600570 CH)、东软集

团 (600718 CH)、东方网力 (300367 CH)、华宇软件 (300271 CH)、星网宇达 (002829 CH) 等。 

其他摘要 

完美世界 (002624 CH; 33.77 元; 目标价: 41.1 元) 
《武林外传》十年再出鞘  超级 IP 值得期待    
完美世界重量级端转手 IP《武林外传》官方手游将于 12 月 15 日开启安卓端精英先锋体验，官网预约通道已

经开启。公司仍然是 A 股市场上以研发为导向的最优质的游戏公司之一。公司 2018 年业绩增速确定性较高，

影游业务实力强大，研发为导向有望为可持续增长贡献源动力。目标价为 41.1 元，建议投资者积极把握成长

价值。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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