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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闪现六产业热点
今年投资风口或隐藏其中
＞＞新材料＜＜
两会声音：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
“十三五”期间，工信部将联合有关部门
大力推进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从先进基
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三
方面着手，解决共性、核心技术问题，并
大力鼓励新材料市场应用。
全国人大代表、济南圣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说，石墨烯是目
前最薄、最强韧、导电性最好的纳米材
料，能广泛用于微电子、能源、化学、生物
医药、航空航天、环保等领域。
机构观点：有研究预计，2017 年我国
新材料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3.1 万亿元，
2021 年将达到 8 万亿元，未来五年年均
复合增长率超过 26%。新材料作为先进
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的基石，其研发和产
业进程将成为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的关
键支撑，重点关注石墨烯领域。
相关公司：中国宝安(000009)、方大
炭素(600516)

＞＞人工智能＜＜
两会声音：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
董事长刘庆峰说，未来 5 到 10 年，人工智
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可以进入
教育、医疗、金融、交通、智慧城市等几乎
所有行业。在智能语音技术领域，我国
目前已能以较高的准确率实现语音转化
文字、多语种同步翻译、甚至模仿某个人
的声线讲话，以假乱真。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目前正与相
关方面共同起草促进中国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的规划。
机构观点：预测认为，中国人工智能
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380 亿元。安防、金

全国两会在京闭幕，有分析师表示，两会往往会孕育新的热点主
题，这些主题在会后有较为抢眼的表现。人工智能板块在两会期间的
表现，已经说明了资本市场对两会热点的关注。在这次全国两会上，
还有哪些产业有望成为后期关注的热点呢？
融、医疗、汽车、教育、信息安全、零售等
行业电子化程度较高、数据较集中且数
据质量较高，因此在这些行业将会率先
涌现大量的人工智能场景应用。
相关公司：科大讯飞（002230）、科大
智能（300222）、赛为智能（300044）

＞＞蓝天保卫战＜＜
两会声音：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
商会副会长，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文彪建议，在蓝天绿地工程、蓝天
保卫战中，既要注重减法，还要注重加
法。现在的减法就是节能减排、能源结
构的调整；所谓的加法，应该在一些大中
城市大量建公园、种树、种花、种草，通过
这种方式来碳汇。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
泽表示，政府工作报告用了蓝天保卫战
的说法，形象地说明环境治理的艰巨性
和复杂性，并提出守住金融安全、民生保
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
机构观点：长江证券研报显示，大气
十条考核期将至，
“ 蓝天保卫战”成为关
注重心。环保部分主要体现在大气治理
领域，重点地区 PM2.5 浓度、北方冬季居
民供暖的煤改气/煤改电政策、淘汰中小
锅炉等等，主要原因在于 2017 年是我国
大气十条考核年，政府对大气的治理意
愿及整治强度前所未有。
相关公司：先河环保(300137)、聚光

农发行海南省分行：

全力发挥脱贫攻坚骨干作用
2017 年计划投放精准扶贫贷款不低于 60 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徐斐）
记者 13 日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
分行脱贫攻坚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以
来 ，该 行 持 续 加 大 政 策 性 金 融 扶 贫 投
入。2016 年，全省农发行系统扶贫贷款
110 亿元，占全行各项贷款 30%，带动和
服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5.07 万人脱贫
解 困 ，占 全 省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的
52.56%。其中“五县一市”
（即 5 个国定
贫困县和扶贫人口最多的儋州市）累计
投放贷款 20 亿元，比年初净增加 18 亿。
该行坚持让利于农、优惠扶贫，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比同业低 103 个基点，为企业
降费让利 0.9 亿元，有效助力解决实体经
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发挥了在金融
扶贫中的先锋、主力和模范作用，为打赢
海南脱贫攻坚战实现良好开局提供了强
有力支持。
据该行行长黄进强介绍，2017 年该
行将紧紧围绕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服务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牢固树
立“ 扶 贫 + ”的 经 营 理 念 ，聚 焦 精 准 、创

新、实效，举全行之力，突出支持基础设
施扶贫、贫困村提升工程和产业扶贫三
大 重 点 ，分 解 下 达 扶 贫“ 任 务 清 单 ”和
“项目清单”。通过与地方扶贫部门双
向挂职，着力构建顺畅高效的沟通合作
机制；开辟信贷绿色通道，着力优化完
善扶贫贷款办贷流程机制；探索创新政
策 性 金 融 扶 贫 服 务 模 式 ，采 取 同 业 合
作，推广政银企产业扶贫合作模式，解
决贫困地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带动全域或区域性贫困人口脱贫，
着力加大产品和模式创新；坚持信贷计
划资源优先满足扶贫项目需要，财务资
源优先向脱贫攻坚倾斜，人力资源围绕
脱贫攻坚优化配置，着力构建全行全力
扶贫体系。
据悉，2017 年该行将聚焦建档立卡
47.7 万贫困人口，用好政策资源，计划投
放精准扶贫贷款不低于 60 亿元，占各项
贷款净投放的 60 %以上，推动精准扶贫
向纵深发展，全力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服
务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和骨干作用。

科技(300203)

＞＞集成电路＜＜
两会声音：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
副主席邓中翰说，
“ 总体而言，我国集成
电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
距，报告将其列为加快培育壮大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可谓一场‘及时雨’。”芯片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源头，只有做大做强
芯片产业，才能让人工智能时代早日到
来。通过产业布局，做强关键环节，补齐
薄弱环节，建议推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
本协同，加快提升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能力。
机构研究：赛迪智库集成电路研究
所所长霍雨涛表示，集成电路是信息技
术产业的核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
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研发和转化，显示
了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度重视，将
进一步加强集成电路创新链、产业链、价
值链的整合，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发展。
相关公司：紫光国芯（002049）、长电
科技（600584）、通富微电（002156）

＞＞5G＜＜
两会声音：北京 3G 产业联盟副理事
长、秘书长项立刚认为，5G 将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变化，即通信从原来的以大众
通信为核心，转向以行业应用为核心，如

智能交通、智能健康管理、智慧医疗、智
慧农业、工业 4.0、智能物流、移动电子支
付、移动电子商务等等，所有的传统行业
将会被智能互联网所改造。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副主席邓
中翰表示，这一产业发展释放的网络红
利、数字红利、信息红利等将十分巨大。
最重要的是我国有望实现从 3G 跟踪、4G
并跑，到 5G 时代全球领先。
机构研究：赛迪研究院互联网研究
所副所长陆峰说，5G 不仅将进一步提升
移动互联网用户体验，还将满足未来海
量物联网设备的联网需求，并与工业、医
疗、交通等重点行业深度融合，实现真正
的“万物互联”。
相关公司：中兴通讯（000063）、大唐
电信（600198）、烽火通信（600498）

>> 共享经济＜＜
两会声音：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表
示，分享经济本质是资源要素的重新配
置，所以它首要的条件是实现资源要素
的自由流动，因此监管应该消除地域和
行业等方面阻碍资源要素流动的障碍。
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表示，分享经
济正在对制造业进行着改变。共享单车
就是“互联网+制造业”的体现，共享单车
在终端设备上要加入物联网或窄带物联
网芯片，这也就为制造业触达物联网创
造出新机会。
机构研究：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分
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34520 亿元，比上
年同比增长 103%，共有 6 亿人次参与，比
上年增加 1 亿人次，分享经济企业的融资
规模达 171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0%。
相关公司：上海凤凰(600679)、深中
华 A(000017)
(据中证网)

海南中行金融支持
“互联网+医疗”
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汪慧） 3 月 9 日，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携手海口市人
民医院共同研发的全流程便民服务
平台正式推广使用。这是海口市属
医院中首次实现全流程线上便民服
务平台项目，也是中国银行通过网
络金融支持地方医疗建设的最佳实
践。
此次上线的全流程便民服务平
台，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引进国内领先
的移动医疗服务平台“就医 160”。该
平台有效地连接医院、医生、患者，并
打通诊前、诊中、诊后环节，患者不仅
可以通过微信完成预约挂号、诊中支
付，
还可以在线查取检查报告单、
办理
住院业务等全流程的就医服务。
如“诊中支付”服务，医生开具处
方单后，患者只需用手机扫描处方单
上的二维码即可现场缴费，省去排队
及来回奔波的时间，十分便利快捷。
对于住院患者，还可在“我的住院”菜
单中直接缴纳住院押金以及各项住

院期间产生的费用，同时该平台还提
供每日费用清单查询等功能，缴费明
细一目了然。
此次海口市人民医院和中国银
行海南省分行共同研发该便民服务
平台项目，旨在利用互联网金融服
务，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打
造海南“智慧医疗”建设，为广大市民
提供更安全、便捷、舒适的就医体验。
为给广大市民提供更为便捷的
一站式综合服务，项目合作方之一的
中国银行，
也通过其
“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增加“海口市
人民医院”
的就医服务频道，
广大市民
也可通过该渠道进入便民服务平台。
目前医院现场已有许多患者在
使用该平台，大厅排队的患者已经少
了很多。便民服务平台很大程度上
减轻了挂号、
缴费等排队压力，
得到众
多患者和医生的认可。
“ 互联网+医
疗”，用科技改变就医体验，已逐步成
为医疗建设的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