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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战略 — 前海合作论坛开幕  湾区基建和创新领域有望受益 
2018 年 7 月 5 日前海合作论坛开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望在近期发布。短期内考虑到未来政策

可能通过基建投资进行稳增长，大湾区的规划有望与此叠加促进基建领域发展，长期来看更加开放互通的大湾

区有利于创新领域，包括金融服务与电子高端制造业等。 

其他摘要 

电影行业 — 国产片占比提升  暑期档值得期待    
展望 2018 年暑期档，《我不是药神》《邪不压正》《狄仁杰四》《西红柿首富》《一出好戏》等电影票房值得期

待。长期来看，我国人均观影次数的增长仍将驱动我国电影市场增长，千亿市场仍然可期。我们预期 2018-20

年我国电影票房有望保持 CAGR 13%左右增长，核心驱动是观影渠道继续扩张以及优质内容驱动下单荧幕产

出提升。另一方面，电影行业增长将回归理性。在优质内容驱动逻辑下，2018 年暑期档票房可期，建议关注

相关重要关联制片方光线传媒 (300251 CH)、北京文化 (000802 CH)。从业绩确定性角度讲，院线料将更确定

分享行业红利，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中国电影 (600977 CH)，建议关注万达电影 (002739 CH)。 

比亚迪 (002594 CH; 45.58 元) — 携手长安汽车  突破电池外供    
比亚迪与长安汽车签署合资合作协议，电池业务中性化更进一步。与佛吉亚合资公司正式挂牌，迈出开放供应

链第一步。公司全新车型周期已开启，供应链中性化有望促进公司打开成长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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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