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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會議首要重點 習近平的工作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

十九大）18 日於北京召開，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工作報告，剖析報告內容研

判中國未來 5 年乃至更長遠的政治與經濟政策方向。 

工作報告的兩個特別之處: 

1) 此次將報告內容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句完整寫入黨

章，不僅冠名且還在位時即寫入，象徵習近平權力的強大穩固。 

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意味面臨的社會矛盾與過去不同，對社會

矛盾的描述繼 1981 年以來首度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代表中國過去從基本的物質滿足，提升到範圍更廣、

品質更高，從食衣住行衍生至食衣住行娛樂健康，同時也將力圖縮減貧富差距。 

 

時點 對社會矛盾的描述 

八大 

 
（1956 年） 

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

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

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八屆十中全會 

 
（1962 年）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

盾。要“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

講”。 

十三大（1987 年）~十八大

（2012 年）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十九大（2017 年）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

盾 

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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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短期經濟增速轉提出長期戰略計畫: 

十八大『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目標未在十九 

大提及，顯示中國有意淡化經濟增速，轉提出與長線計畫有關的三階段遠大抱負。 

政策扶植產業將是長線投資重心: 

工作報告隱含未來五年經濟領域施政藍圖中，政策重點在發展低耗能、高附加價值產 

業為主，同時強調有序開放的投資環境，相關產業可望受惠政策扶持而有表現契機。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市場快訊 - 中國十九大會議主題 

投資中國 跟著政府走  

資料來源: UBS，2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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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快訊 - 中國十九大會議主題 

 

 
工作報告意涵 

對相關產業利

多/空 

重點一 

供給側改革  

減法轉加法 

 

經濟政策章節中供給側改革最先提及，供給側改革由單純的

去產能，轉提高供給體系品質，高端製造業將是未來政策方

向 

人工智慧(AI)、

物聯網、5G 

長多 

重點二 

強調環境保護 

特別專章討論環境保護，首提綠色金融，多方面深入污染防

治工作，搭配今年秋冬限產措施多，顯見官方加大生態環保

力道 

環保、汙水處

裡、新能源 

長多 

重點三 

消費升級 

濟弱扶貧 

十九大報告全文共對美好生活提及 14 次，人民基本需求全

面上升到吃、穿、住、行、樂（娛樂）、康（健康），扶持

鄉村發展 

教育、生技、

醫療 

長多 

重點四 

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

清單與國企改革 

終結中國過去 30 年審批制度，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

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擴大

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同時整合產業

鏈，發展混合所有制，加快國企改革，提升營運效率。 

國企改革領域

涉及電力、石

油石化、電信

等領域 

長多 

重點五 

一帶一路，推進自由貿

易區 

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賦予自由貿

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建設自由貿易港。 

基礎建設 

長多 

重點六 

金融監管趨嚴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嚴

格的金融監管將是趨勢，助益金融體質的強健 

金融產業短空

長多 

重點七 

地產政策不放鬆 

重申「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嚴厲打擊投機的

房地產交易 

短期不利房地

產產業 

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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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對股匯短期影響有限 但長期影響將逐漸發酵 

股市→短線或因十九大會議落幕，市場預期政府維穩窗口關閉影響股市表現，然考量 

現階段中國景氣持續改善(官方中國 10 月製造業 PMI 創五年新高)，資金面平穩，搭配 

年初至今中國股市漲幅落後，研判中國 A 股短線拉回空間有限，第四季應仍有高點可 

期。 

 

匯市→十九大對未來金融開放的定調不變，但人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人民幣擴大浮動 

區間不是當前最關注的焦點」，加上今年以來中國官方穩定人民幣的動作頻頻，研判 

人民幣短線仍以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為主軸發展。 

 

十九大會議後人事底定: 

十九大會議後選出最高政治權力核心的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除習近平、李克強留任

外，觀察其餘五位入常人選，顯見習派勢力的穩固，同時由於名單中未見年輕可能的

接班人選，本行並不排除習近平打破常規尋求連任第三任任期的可能，有利中國經濟

改革政策長期有序的推行。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市場快訊 - 中國十九大會議主題 

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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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快訊 - 中國十九大會議主題 

資料來源: Bloomberg，199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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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快訊 - 中國十九大會議主題 

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25。 

主題 ISIN 代號 債券名稱 / 評級 投資評級 目前價格 年化利率 公司背景及發展現狀 

消費 / 娛樂 

XS1692254359 

華僑城美元債, 

4.3%, 永續債 NC 

10/10/2020 (沒有評

級) 

P4 101.15 3.88% 

華僑城企業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是全資擁有和管理

由國資委主導的中央企業主

要從事文化產業。 

XS1619567834 

海南航空 5.5% 

06/21/2018 (沒有評

級) 

P3 100.65 4.47% 

海南航空, 以 2016 年之中國

機隊規模, 收入和乘客數目

進行比較  。成立于 1993 

年，總部設在海口，擴大服

務 186 城市 21 個國家。 

生態環境保

護 
XS1556165477 

中國水務 5.25% 

02/07/2022  (Ba1 / 

BB+ / - ) 

P4 103.30 3.11% 

中國水務在中國是主導的供

水經營者和 唯一香港上市

水公司專注于自來水。

FY16/17 貢獻, 中國水務 從

事供水收入(86.9%)，污水

處理(9.7%) 和資產投資 

(0.4%)。 

科技 XS1567423501 

華為 3.25% 

02/21/2022 (沒有評

級) 

P3 100.55 3.11% 

華為是全球領先的資訊與通

信技術解決方案供應商。總

部設在廣東，提供到 170 國

家與地區的解決辦法的產品

和服務, 超過三分之一的世

界人口。 

去產能 XS1644429695 

中國化工集團 

3.5% 07/19/2022 (- / 

BBB / A-) 

P3 100.85 3.30% 

中國化工集團是由國資委全

資擁有，中央國有企業在重

點關注化工行業。在中國和

第三最大全球最大的化學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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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快訊 - 中國十九大會議主題 

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25。 

主題 代碼 股票名稱 投資評級 評級 
目標價

格 

現價 

10/25/2017

) 

上望空間 

生態環境保護 

257 HK 光大國際 P4 HOLD 12.74 11.18 14% 

916 HK 龍源電力 P4 BUY 7.00 6.27 12% 

371 HK 北控水務 P4 HOLD 7.65 6.66 15% 

高端製造 

1766 HK 中國中車 P4 HOLD 7.42 7.32 1% 

2208 HK 金風科技 P5 HOLD 11.38 10.22 11% 

2382 HK 
舜宇光學科

技 
P4 STRONG BUY 127.50 113.70 12% 

大數據、互聯

網、人工智慧 

700 HK 騰訊控股 P4 BUY 360.00 352.00 2% 

BABA US 阿裡巴巴 P4 HOLD 185.00 173.70 7% 

消費 

2319 HK 蒙牛乳業 P4 HOLD 20.00 21.20 -6% 

2020 HK 安踏體育 P4 STRONG BUY 32.80 33.50 -2% 

291 HK 華潤啤酒  P5 BUY 22.00 22.45 -2% 

醫療 

867 HK 康哲藥業 P4 STRONG BUY 15.70 14.84 6% 

2186 HK 綠葉製藥 P5(i) HOLD 5.30 5.27 1% 



  

  

潛在受益公司股票主題 - 生態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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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25。 

主題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生態

環境

保護 

光大國際 257 HK 

主要業務為建造、環保能源項目運營

（垃圾發電廠、工業固體廢物填埋場

及危險廢棄物填埋場）、環保水務項

目運營（污水處理廠及中水回用處理

廠）、新能源項目運營（沼氣發電

廠、光伏發電項目、生物質能發電廠

及污水源熱泵項目）,環保科技及工程

管理,物業投資及投資控股。 

1)中國乃至全球對環保事業的重視程度

和投入將不斷加大，城鎮化也帶動都市

廢物和污水處理的需求 

評級 HOLD 2)國內廢物及污水處理龍頭企業 

目標價格 HKD 12.74 
3)業務增長穩定，持續性高，公司財務

健康 

投資評級 P4 主要風險 

    
1)國內環保政策改變，或推進進度比預

期慢 

    2)利率意外抽升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龍源電力 916 HK 

中國龍源電力集團公司設計、開發、

管理、經營風力電場。該公司也銷售

風力電場產生的電力。 

1)國家能源局風電「十三五」規劃要

求，海上風電將是「十三五」開發的重

點，風電年發電量確保達到 4,200 億千瓦

時，約佔全國總發電量的 6%。 

評級 BUY 
2)風電發電量、利用小時數在國內保持

領先地位 

目標價格 HKD 7.00 主要風險 

投資評級 
P4 

1)國內環保政策改變，或推進進度比預

期慢 

    2)利率意外抽升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北控水務 371 HK 

該公司亦從事水務及環境業務的投資

及發展。 

1)中國乃至全球對環保事業的重視程度

和投入將不斷加大，城鎮化也帶動污水

處理的需求 

評級 HOLD 
2)母公司為北京控股集團，在北方具地

域性優勢 

目標價格 HKD 7.65 
3)業務增長穩定，持續性高，公司財務

健康 

投資評級 P4 主要風險 

  

  1)國內環保政策改變，或推進進度比預

期慢 

    2)利率意外抽升 

        



  

  

潛在受益公司股票主題 - 高端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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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25。 

主題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高端

製造 

中國中車 1766 HK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向市場提供全

方位的軌道交通裝備產品和服務。該

公司為客戶提供有關鐵路機車、客

車、貨車、動車組、城軌地鐵車輛等

軌道交通裝備及主要零部件的研發、

製造、銷售、修理以及租賃的解決方

案及系統，以及軌道交通裝備專有技

術延伸產業。 

1)配合「一帶一路」建設，拓展國際市場，成

功中標美國芝加哥地鐵車輛訂單，相繼獲得肯

尼亞、泰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訂單。 

評級 HOLD 2)鐵路投資是穩定國內經濟增長的重要板塊 

目標價格 HKD 7.42 3)「南北車」合併後減少競爭並發揮協同效應 

投資評級 P4 主要風險 

    1)國際貿易政治風險 

    2)利率意外抽升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金風科技 2208 HK 

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開發與

生產製造大型風力發電機組。 

1)國家能源局風電「十三五」規劃要求，海上

風電將是「十三五」開發的重點，風電年發電

量確保達到 4,200 億千瓦時，約佔全國總發電

量的 6%。 

評級 HOLD 

2)金風科技 2016 年度國內新增裝機超過

6.34GW，市場佔有率 27.1%，連續六年國內排

名第一。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發佈的 2016 年全

球風電整機製造商市場份額報告，排名全球第

三。 

目標價格 HKD 11.38 主要風險 

投資評級 P5 1)國內環保政策改變，或推進進度比預期慢 

    2)海外客戶信貸風險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舜宇光學

科技 
2382 HK 

舜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設計並製造光

學及光學相關產品。該公司產品包括

玻璃/塑膠鏡片、稜鏡、手機相機模

組、顯微鏡、測量儀器及其他分析工

具。 

1)受惠手機前後顆攝像頭的配置提升，搭載具

有更為複雜功能的照相模組，如雙攝像頭、廣

角、超薄、大光圈、光學防抖（「OIS」）、

飛行時間（「TOF」）及相位檢測自動對焦

（「PDAF」） 

評級 
STRONG 

BUY 

2)車載成像領域的發展勢頭繼續保持迅猛態

勢，且車載鏡頭的滲透率和搭載率逐步提升 

目標價格 
HKD 

127.50 

主要風險 

投資評級 P4 1)主要客戶轉換供應商 

    2)海外客戶信貸風險 

        



  

  

潛在受益公司股票主題 - 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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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25。 

主題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大數據、

互聯網、

人工智慧 

騰訊控股 700 HK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主要提供互聯網

及移動增值服務(VAS),在線廣告服

務，電子商務交易服務，主要業務

地區為中國，美國及歐洲. 

1)綜合性互聯網巨人，業務多元化，新業

務能建立在舊有業務廣大的客戶基礎上，

增長點較多。 

評級 BUY 

2)線上和線下消費場景、支付相關服務及

新興技術領域的能力，如機器學習和雲服

務，有望成爲未來增長點。 

目標價格 
HKD 

360.00 

主要風險 

投資評級 
P4 

1)估值高昂，如增長低於預期，股價有重

估風險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阿里巴巴 BABA US 

阿里巴巴集團控股公司為一家控股

公司。該公司透過其子公司提供網

際網路基礎設施、電子商務、線上

財務、及網路內容等服務。阿里巴

巴集團於全球各地提供其產品及服

務。 

1)綜合性互聯網巨人，業務多元化，新業

務能建立在舊有業務廣大的客戶基礎上，

增長點較多。 

評級 HOLD 
2)無線應用、手機作業系統和互聯網電

視，有望成爲未來增長點。 

目標價格 USD 185 主要風險 

投資評級 P4    1)估值高昂，如增長低於預期，股價有重

估風險 

        



  

  

潛在受益公司股票主題 - 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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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25。 

主題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消費 

蒙牛乳業 2319 HK 

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透過其附屬

公司在中國生產乳製品。主要產品

為液體奶、霜淇淋和其他乳製品，

包括奶粉奶茶粉和鮮奶乾吃片。該

公司以主要商標蒙牛行銷產品. 

1)一條龍從奶源建設、產品品質、品牌策

略、銷售渠道到信息化管理，對品質控制

能較有效管理 

評級 HOLD 
2)產品領域寬廣，覆蓋高中低端，隨著國

内步向全面小康，中端消費市場有望受惠 

目標價格 HKD 20.00 主要風險 

投資評級 P4 1)國内消費增長低於預期 

    2)食物品質安全風險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安踏體育 2020 HK 

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設計、開

發、製造、銷售運動用品，其中包

括專業/大眾運動鞋及運動服飾. 

1)受惠於國民消費能力增長, 單聚焦、多品

牌、全渠道管理策略，產生了協同效應，

達致持續增長 

評級 
STRONG 

BUY 

增長穩定，管理層歷史良好 

目標價格 HKD 32.80 主要風險 

投資評級 P4 1)國内消費增長低於預期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華潤啤酒 291 HK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在香

港及中國大陸從事零售，飲料，食

品加工及銷售，紡織品，及房地產

業務. 

1)受惠於國民消費能力增長,提升貴價高端

產品比例，及與海外品牌進行合作或共同

推出新產品，加上產能最大化及成本管控

等，有助支持增長及改善毛利率及回報 

評級 BUY 主要風險 

目標價格 HKD 22.00 1)國内消費增長低於預期 

投資評級 P5 2)啤酒市場競爭激烈 

        



  

  

潛在受益公司股票主題 -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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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銀行彙整，2017/10/25。 

主題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醫療 

綠葉製藥 2186 HK 

綠葉制藥集團有限公司研究，開

發，生產和用於骨科，神經內科，

胃腸病學和肝病學領域銷售的藥

品。該公司還銷售和處理的有效成

分，銷售研發成果和新的藥物專

利，並提供基於合同研究服務. 

1)主要產品均於綠葉製藥三大治療領域之一

具競爭地位，並取得領先的市場份額（按收

入計算）。 

評級 HOLD 

2)根據 QUINTILES IMS HOLDINGS

（「IMS」）的資料, 腫瘤科相關藥品為

2016 年中國第四大藥品市場. 綠葉製藥的腫

瘤科藥品組合包括力撲素（根據 IMS 的資

料，2016 年中國最暢銷的抗癌藥品)希美納

（一類新化學藥品，中國唯一獲中國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藥監局」）批准用

於癌症放射治療的敏化劑). 

目標價格 HKD 5.30 

3)消化與代謝相關藥品構成 2016 年中國最大

的藥品市場。綠葉製藥為 2016 年中國第三

大口服糖尿病藥品的國內製藥商（按收入計

算). 

投資評級 P5(i) 主要風險 

    

1)國內醫藥改革政策改變，或推進進度比預

期慢 

    2)藥品專利紛爭 

        

股票名稱 代碼 業務 投資理由 

康哲藥業 867 HK 

康哲藥業有限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

藥品和醫療產品的生產. 

1)主要產品波依定是公司於報告期內獲得為

期二十年在中國（不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

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對其進行商業化的獨

家權利而新引進直接網絡的產品. 

評級 
STRONG 

BUY 

2)另一主要產品黛力新由丹麥 H.Lundbeck A/

S 藥廠生產，用於治療輕度至中度抑郁和焦

慮，是國家醫保目錄產品。根據二零一六

年 IMS 數據，黛力新是中國處方量最大的抗

憂郁藥物。 

目標價格 HKD 15.70 
主要風險 

投資評級 P4 1)國內醫藥改革政策改變，或推進進度比預

期慢 

    2)藥品銷售專營權不獲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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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稱  主要投資範圍  投資重點  主要風險 

天達全方位中國

股票基金 

中國企業股票, 包

括 A 股，B 股，H

股市場和美國存託

憑證（ADR） 

 

目前 A 股曝險：約

40% 

 

主要產業：消費，

資訊科技，工業 

 

~40 支股票 

1)隨著中國 A 股納入 MSCI 指數，預

計市場對國際投資者投資組合的重視

程度日益提高 

2)A 股市場的構成與 H 股大不一樣；

投資者可以利用本基金在不同的上市

市場獲得最廣泛的中國股票曝險 

3)團隊以量化方法對股票進行篩選，其

中包含適用於中國市場的技術面因

素；這為組合進出場時機提供投資紀

律 

4)雖然本基金的歷史較短，但績效顯著

（自基金成立 2015 年 5 月：+26%年

化，指數+7%年化） 

1)這是一個新興市場單一國家基

金，風險較高；投資者需要採取

較長期的投資策略。 

2)特別是中國在岸市場對外國投

資者並不完全開放，法規的限制

可能會影響基金的持股。 

3)以高品質公司爲主的投資風格

在市場大漲時可能表現相對落

後。 

ISIN 

LU1251922891 

風險等級 

P3 

      

基金名稱  主要投資範圍  投資重點  主要風險 

瑞銀中國精選股

票基金  

中國企業股票，主

要上市市場 H 股，

偏中/小型股 

 

目前中/小型股曝

險：約 50% 

 

主要產業：資訊科

技，消費，醫療保

健 

 

~60 支股票 

1)著重投資在新興產業中的佼佼者，尤

其是那些目前交易價格還低於內部價

值的公司 

2)投資策略著重“新中國”經濟領域，

如資訊科技，新消費趨勢，醫療保健

等 

3)投資組合也偏重在這些領域内較中/

小型的公司；它們往往擁有更高的成

長潛能 

4)基金經理在某些市場情況下可以戰略

性地持有較高的現金（>10％），管理

投資組合的整體風險 

5)基金績效非常優越（自策略成立

2010 年 7 月：+10.5%年化，指數

+7.4%年化） 

1)這是一個新興市場單一國家基

金，風險較高；投資者需要採取

較長期的投資策略。 

2)基金的中小型股曝險可能擁有

較高的流動性和波動性風險。 

ISIN 

LU0067412154 

風險等級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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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are produced by CTBC Private Banking 
of CTBC Bank Co., Ltd. (Singapore Branch,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ank”) based on diverse 
sources and are only intended for its clients who are either (i) “professional investors“ as define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Hong Kong; and/or (ii) “accredited investors” as de-
fine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Singapore; and/or (iii) such othe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located in or reside in jurisdictions that do not restrict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information and ma-
terials. All interested prospective investors are required to seek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observe all relevant restrictions in his/her/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This document is 
strictly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any information or opinion expressed should not be con-
sidered as an offer or solicitation to invest or deal in any of the securities mentioned herein. 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whether provided by the Bank or other information provider are not in-
tende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in that regard. The Bank ac-
cepts no liability or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amage or los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e in-
formation and materials in this document. The Bank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in any way in respect of 
any such information and/or materials herei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Bank reserves ALL 
rights to change the contents of this document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and liability whatso-
e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