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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学习体会 — 立足长远  注重质量 
注重发展质量，就业优先。货币政策中性稳健，财政政策缩小赤字、扩大减税力度。产业新动能积聚，助力提

升经济发展质量。去产能目标边际减弱，“三去一降一补” 取得阶段性成果。房地产投资有支撑，长效机制加速

建立。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重要契机，继续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产业发展

有新举措。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增长动能不断积聚，高质量发展主线确定。 

银行行业 — 银行开启高质量发展之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能够稳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有利于夯实银行资产负债表，同时金融体制改革和对外

开放提速促使银行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认为，3 月份开始金融政策窗口到来，关注自上而下改革带来的

投资机会；同时业绩和分红两大主线，夯实板块高确定性机会：(1) 自上而下看，监管改革和监管政策或将靴

子落地，资管监管的过渡期安排预计有效缓解冲击，银行开启长期高质量发展周期；(2) 自下而上看，年报季

报经营势头良好，分红季催化资金面乐观，板块超调酝酿后续巨大机会。A 股方面首选确定性强的标的，包括

招商银行 (600036 CH)、建设银行 (601939 CH) 和工商银行 (601398 CH)。 

航天军工行业 — 军费预算增速超市场预期  行业景气度有望提升    
2018 年中国军费预算总额达到 11,069.5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1%，符合我们的预判，但超出市场预期。

军费预算增速结束近三年的下行开始回升，并叠加军改趋于明朗后军队招标的恢复，行业景气度有望获得较大

改善。建议重点关注中直股份 (600038 CH)、航发动力 (600893 CH)、中航飞机 (000768 CH)、中航光电 

(002179 CH)、中航机电 (002013 CH)、四创电子 (600990 CH) 等。 

其他摘要 

景区行业 — 门票降价短期情绪影响  长看运营能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引发市场热议。基于分析我们认为短

期真正实行的概率非常小、而即使执行，对业绩影响也非常有限。短期波动后，市场有望回归理性，转为关注

景区公司的真正运营服务能力，上市公司也有望以此契机实现业务的加速升级和突破。 

房地产行业 — 个税改革实质推进  国有资本做强做优    
我们认为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体现了房地产调控整体求稳，差异化支持自住刚需的基调。我们看好

地产行业整体平稳，龙头公司集中度快速提高所带来的结构性机会。我们看好招商蛇口 (001979 CH)、华侨城

(000069 CH)、万科 A (000002 CH)、新城控股 (601155 CH) 等公司。 

上汽集团 (600104 CH; 35.19 元; 目标价: 41 元) — 二月持续热销  增速领先行业    
上汽集团公告 2018 年 2 月销量合计 46 万辆，同比增长 9.2%，其中自主增长 42.4%、通用增长 13.1%、大众

增长 2.9%。公司 2 月份持续热销，增速继续大幅领先行业。我们依然看好公司自主强势崛起，新能源汽车持

续热销，有助估值提升。公司业绩增长确定性强。目标价 41 元，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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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