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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 利好新动能
——行业分析师展望2019年中国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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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银行业将加大结构调整和对外开放
力度，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效率，利润增长向好势
头有望延续，资产质量或将小幅波动，呈现以下“四稳”
趋势特征。

稳增长，回归业务本源。随着储蓄率逐年下降以
及利率市场化深化，银行存款增长难度加大。银行业
将努力夯实存款基础，拓宽低成本负债渠道，增强综合
负债能力，保持存款稳定增长。在保持规模适度增长
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一方面盘活存量，另一
方面用好增量，加大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对小微
与民营企业、“三农”等的信贷占比将得到提升。

稳质量，严控各类风险。2019年，互联网金融、房
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仍是金融风险防控重点领
域，银行业保持资产质量稳定的压力较大。银行将进
一步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防控多领域交叉风险
的发生和传染。

稳收益，提升盈利能力。随着资管新规等政策实
施，银行业同业、理财等业务的规模和收入将进一步收
缩。要保持利润稳步增长，息差水平持续提升成为必
要条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银行将主动获取优质高
收益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同时，加强大额存单、同业
拆借等各类负债工具的组合管理和动态调整，优化期
限结构。

稳发展，加快补充资本。受监管达标要求、表外资
产回表、子公司设立等影响，银行业资本补充压力显
现。为夯实发展基础，银行将构建资本补充长效机制，
内外源相结合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内源性资本补充主
要依靠提升盈利能力，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并适当
控制风险资产增速。外源性资本补充将从审慎角度出
发，统筹运用境内外各类资本工具适当补充。

（本报记者 彭 江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副院长董希淼：

银行业发展重在稳健

2018 年，信托业发生了很多变化，主动管理业务
比重不断提升，产品透明度不断加强，传统信托投行业
务领域不断拓展，非标和标准化产品共同发展，基金化
和净值化资产管理业务成为探索方向等。2019年，信
托业可能朝五个方面继续探索：

一是拓宽传统信托投行业务范围，寻找新业务增
长点。一方面，将围绕传统信托投行业务在房地产和
基础设施领域，寻找上下游优质企业，为其提供投融资
服务，实现信托业务链条的延伸；另一方面，将围绕产
业升级的战略性新兴领域，寻找业务机会。

二是打造资产证券化业务全链条，实现非标转
标。信托公司在立足基础资产，提高产品设计能力、内
部运营效率等 SPV（特殊目的载体）受托服务能力的
基础上，拓展资产证券化上下游业务机会。

三是发展消费金融业务，助力消费升级。信托公
司通过与小额贷款业务机构或是与垂直细分领域消费
平台合作方式获得客户；通过充分了解细分消费领域
的风控模型、行业特征、资产质量等信息，管理风险。
建立专属业务系统，借助央行征信系统、第三方征信机
构与金融科技服务公司的数据与技术优势，多渠道评
估借款人信用水平，降低贷款违约率。

四是发展服务型和主动配置型资产管理业务，培
育资产配置能力。信托公司不断寻找优质私募机构合
作，加强证券投资运营服务系统建设，大力发展阳光私
募业务；基于阳光私募业务中积淀的托管及运营经验
和数据优势，联动发展主动管理类的 FOF（基金中
的基金）/MOM（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

五是探索服务信托业务，发挥信托财产独立性优
势。部分信托公司在服务信托业务上已有尝试，包括
家族信托、慈善公益信托、年金信托、消费信托、员
工持股信托等，后续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业务
范围。 （本报记者 彭 江整理）

中信信托金融实验室总经理周萍：

信托业将向五方面发力

从宏观环境上看，2019 年重点看好
先进制造业，包括已建立起全球优势的
行业及受益于制造业升级的相关行业。

2019年，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等
“旧动能”再难成为主流，“旧动能”向
新动能更迭是确定性趋势。前不久闭幕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置于今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首
位，提出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
新，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大规模国家及地方政府级产
业基金也已建立并有序提供发展资金，
我国正处于从中低端制造向先进制造转

型的前夜。
先进制造业2019年的投资机会主要

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已建立起全球优
势的行业。目前，国内制造业各个细分领
域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与市场洗礼，一部
分先进制造业已建立起全球优势，投资机
会将出现在进口替代，甚至进军国际市场
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受益于制造业升级的相关
行业。制造业升级是确定性趋势，传统制
造业巨大的存量中也存在着巨大的设备
更新改造、技术升级的机会。随着人口红
利逐渐消失、土地成本提升，我国在原有
全球分工下的要素禀赋优势正在消失，

“世界工厂”有从我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
转移的迹象，产业升级的诉求前所未有地
迫切。随着国内高端制造技术不断获得
突破，自动化、智能化将成为我国制造业
未来升级的方向。以技术升级替代产能
扩张的背景下，高端装备产业具备广阔的
成长空间。2019年，应着眼制造业升级，
投资中长趋势，先进制造业有望迎来投资
机会。

（本报记者 周 琳整理）

星石投资副总经理易爰言：

先进制造业有望迎投资机会

展望2019年，人工智能行业发展面
临着国家战略、行业实践以及巨头竞争
的三大趋势。在国家层面，中美可能会
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深度研
究、广度运用等方面展开竞争合作。行
业层面，人工智能已深度渗透到许多行
业，并更多地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相结合，形成成熟的行业解决方
案。在上市公司层面，科技类上市公司
是此轮人工智能爆发的重要推手，大型
科技公司的先发优势和巨头效用会进一
步地引领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在三大趋势的带动下，2019年的人
工智能行业将会在技术、商业以及伦理

方面实现很多进展。在人工智能技术
上，迁移学习、对抗式生成网络等技术将
会接过深度学习等相对成熟技术的接力
棒，同时也会出现目前无法预知的新的
研究方法和范式。在商业模式上，2019
年，以人工智能为底层或者核心的创新
技术系统是主要方向，助力解决真实场
景下的运用问题，提高行业效率。这其
中最重要的是，怎样实现数据获取与分
析的最优化。在伦理道德上，人工智能
会在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问题上获得
突破。与人工智能获得突破一样，人工
智能伦理也是 2018 年关注度最高且为
人类社会最担忧的话题之一。在可以预
见的2019年，人工智能还是不能也不会
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主体。

不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如何，应
始终保持理性。要意识到所有的创新都
是螺旋式上升。当技术处于低谷时，要
保持乐观；当技术处于“狂热”时，要勇于
判断。在经历了 2018 年的突飞猛进之
后，2019年的人工智能将会出现更耀眼
夺目的突破。

（本报记者 周 琳整理）

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孟昭莉：

人工智能发展面临三大趋势

从长周期看，新能源汽车发展将进
入成长新阶段，由国内到全球、由低端
到高端、由补贴驱动到市场驱动，2019
年将是起步之年。

行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明显。从乘用
车销量内部结构看，高端化车型销量占
比明显提高：纯电动车型中，A00 级占
比由 2017 年的 69%降至 2018 年前三季
度的 51%，A 级车占比由 23%提升至
32%。

政策支持高端化车型的趋势明显。
这具体体现在补贴政策中。2018年，续

驶里程低于 150 公里的新能源乘用车补
贴支持取消，但续驶里程高于 300 公里
的新能源乘用车补贴额度甚至高于2017
年的水平。预计，2019年补贴政策将进
一步提升门槛，引导行业产品走向中高
端。

从市场化角度看，性价比提升和积
分制推行，加速了市场化进程。过去 3
年，行业快速发展，各环节积极扩大产
能。目前，价格下降和产能去化已基本
处于中后期。在价格下跌情况下，之前
盲目扩张的中低端产能、落后产能已逐
步出清，行业调整进入中后期。

2019年，新能源汽车积分制的推出
将强化市场化因素，接力补贴政策成为
发展新动力。积分政策鼓励生产高续航
里程、低电耗的纯电动汽车。面对积分
压力，车企也将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与
产品品质，开发出更能创造需求或真正
满足需求的产品，更好更健康地带动国
内产业链发展。

（本报记者 温济聪整理）

信达证券新能源与电气设备首席研究员刘强：

新能源汽车业驶向中高端

从房地产角度看，地产分项需求占
所有钢材需求约 35%，占螺纹钢单品种
需求约 60%至 70%。展望 2019 年，用
钢权重最大的地产板块需求预计从第二
季度开始承压，行业利润重心逐步下移，
将回归至市场化利润中枢；关注地产和
财政政策变化，行业利润是否能在第四
季度迎来回升拐点。

2018 年，板材类供需矛盾逐步开
始显现。随着第三季度下游家电、汽车
等需求走弱，冷轧、热卷等钢材品种利
润首先开始回落。展望 2019 年，板材

类供应仍在增长，家电、汽车、机械等
板块需求下行压力继续释放，板材类供
需继续失衡。

出口方面，随着国内需求走弱钢价
高位回落，2019 年出口量预计再度回
升。但受制于国外竞争加剧和贸易摩擦
扰动，2019 年出口难有大规模增长，预
计略增加1000万吨至8000万吨左右。

2019年，钢铁业将迎来存量整合并
购加速和启动高炉大型化置换。未来2
年至3年内，钢铁产能集中度将提升，龙
头企业周期性波动放缓。因此，可以关
注高炉大型化促发上游煤焦资源稀缺性
提升带来的投资机会。

随着环保限产约束边际放松，钢厂
利润高位回落，铁矿石、焦炭等原料价格
中枢亦开始下移。在行业利润压缩趋势
下，钢企核心竞争力回归成本控制和区
位优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钢铁产业整合并购有望加速。建议关注
成本竞争力强、粗钢产能有增量的钢铁
企业。 （本报记者 温济聪整理）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

钢铁业整合并购有望提速
积 分 政 策 鼓积 分 政 策 鼓

励生产高续航里励生产高续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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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
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
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盛
邦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67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南华路

1692、1694、1696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玫
瑰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2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68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1月2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玫瑰街

64、 66 号 和 春 树 街 623、 625、

627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
幸福家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4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69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幸福街办都江堰

大道132号附4号、5号、6号、7号、8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和
美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65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中和新下

街417号、中和二街1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北
星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66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

北星大道二段877号1栋1层129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6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
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

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

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两河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7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52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5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南熏大道二段833号附

110号、835号、837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03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42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51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二段33号、35号、37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03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