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规划引领A股投资

本报记者 徐伟平

2015年10月26至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包括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和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政策落地年，2016年A股重要的投资线索将是“十三五”规划。

美丽中国：望得见山水 记得住乡愁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概念，而十三五规划《建议》则再次把“美丽中国”摆在最为重要的位臵。 《建议》提出“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

针对“美丽中国”的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分别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015年被称为环保的“政策年” ，新环保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陆续推出。 从2016年开始，将陆续进入政策的落地期。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推进多污染物综合防治和环境治理，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工作重点在于“主动控制碳排放，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 ”这与“大气十条”（即《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是一脉相承的。 具体指标是：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清洁空气创新中心）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实施的投融资需求及影响》研究报告显示，“大气十条”的实施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

展望“十三五” ，除了大气、水处理、垃圾发电行业继续保持政策高度倾斜外，还有很多细分领域值得挖掘，行业空间并未完全打开，还处于政策萌芽期，展望“十三五” ，我们认为工业固废、土壤修复、清洁能源的行业仍然面临较大的投资机会。

健康中国：全面健康引领“大健康”理念

十三五规划《建议》第一次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可以说“健康中国”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大亮点之一。 但其实，“健康中国”这一战略提出之前，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和论证。 早在2012年，历时3年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韩启德和桑国卫副委员长领衔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就发布了。 国家卫计委已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划（2016-2020年）》编制工作，预计将于2016年发布并正式实施。

医疗领域不是“健康中国”的唯一内容，却是主体内容。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主要看点有三个：

一是民营医院。 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

二是远程医疗。 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学者Wittson首先将双向电视系统用于医疗 ;同年，Jutra等人创立了远程放射医学。 此后，美国相继有人利用通讯和电子技术进行医学活动，并出现了“Telemedicine”这一词汇，现在国内统一将其译为“远程医疗” 。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功多年以前曾经预言：“未来医疗活动中，医生将面对计算机，根据屏幕显示的从远方传来的病人的各种信息对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 ，这种局面已经到来。

三是中医药。 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了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 ，相信经过一个世纪的蛰伏之后，中医药将获得重生。

制造强国：十大领域突破发展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二五》。 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 ”

无论在十三五规划《建议》，还是《中国制造二○二五》都强调推进十大重点领域突破发展：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壮大。

德国提出的“工业4.0”概念代表着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也是中国制造升级的远景目标。 工业4.0即互联网+智能制造，本质是网络化、数字化、自动化、集成化和智能化，以实现横向集成、纵向集成与端对端的集成。 工业4.0的关键是CPS系统，核心是智能工厂，它包括由传感器构成的感知系统，工业以太网等构成的通信网络，工业软件和大数据、云计算构成的分析中枢以及机器人等构成的制造体系。

海通证券指出，投资者可以从两个受益方向关注。 一是机器人国产化加速，制造厂商寻突破。 我国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消费第一大国，市场空间巨大，本土企业已经针对机器人零部件及本体进行研发生产，机器人国产化有望突破。 二是进口替代启动，系统集成率先受益。 在机器人应用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最为受益，国内民营集成商借助本体优势、成长明显，进口替代正在进行中、利润率较好，随着机器人向下游3C和家电行业渗透，系统集成商望实现快速成长。

网络强国：网络安全+大数据

此前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以规格高、力度大、立意远来统筹指导中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发展战略。 而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再次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 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 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

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338亿元。 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已达1.7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近9300亿元。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高达8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达到1.3万亿元，拉动新增消费5070亿元。 而2013年上半年，全国信息消费规模呈现20%以上的高速增长。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将使信息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大数据及互联网+等将成为重要手段，国家在顶层已经出台相应政策引导大数据及互联网+战略实施，而在我国经济互联网化率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维护网络安全、建立良好网络生态将成为重要根基，建议投资者沿着两条主线进行行业内长期配置。 一是信息安全、自主可控。 重点关注自主可控软硬件产品及其他安全产品；二是大数据及云计算。 数据已成为生产要素，云计算以成为新型基础设施。 重点关注大数据及云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成亮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提高城镇化率，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以及如何实现产城融合，是绕不开的重要课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近年来的一个趋势是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城镇化建设的质量。 未来在将经济增长继续作为政策核心的同时，如何保证居民生活质量，解决诸如环境质量下降、拥堵、医疗卫生和食品安全等大城市病也是迫在眉睫的，也逐渐纳入了管理者考核标准。 而要改善城市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进行科学、前瞻性的城镇化规划，只有基于详尽的数据分析，智能地应用信息科技，才能使城市管理更具效率和创新性。

2012年起我国掀起了智慧城市的热潮，2013年《中国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的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而2014年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更是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聚集和辐射带动全国智慧城市的发展。 截止目前，我国已有超过373个试点市、县（区）纳入住建部、科技部批复的试点名单，2012、13年共有193个试点，2014年新增83个试点市县，2015年又新增97个试点，重点项目超过2600个，投资总额超万亿人民币。 但值得注意的是，

按住建部定义的智慧城市投资包括水处理等基建投入，而不完全是信息化投入，且智能交通等行业投资部分资金来自原有预算，只有城市信息平台投资可以看做为纯增量。

从欧美、日韩、新加坡等地较先进的智慧城市发展经验看，我国对信息技术及基础设施的政策支持仍有红利释放空间；管理上将由“自上而下管理”向“更多市民和利益相关方参与、以及更开放的数据和形式”转变；投融资模式也将从PPP向多种金融工具综合应用。 智慧城市已经进入大规模落地建设期，受益于大数据政策和技术发展，智慧城市的数据运营将随平台系统建设逐步开展。

新能源：充换电设备千亿市场打开

12月16日，财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该通知明确了奖励对象，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面向全国所有省 (区、市)。 中央财政对充电基础设施配套较为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规模较大的省(区、市 )安排奖励资金。

通知设定了新能源充电设施奖励标准，对于大气污染治理重点省市奖励最高，2016年大气污染治理重点省市推广量3万辆，奖励标准9000万元，超出门槛部分奖励最高封顶1.2亿元。 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重点省市奖励门槛7万辆，奖励标准1.26亿元，每增加6000辆，增加奖励资金1100万元，奖励资金最高封顶2亿元。 奖励资金与门用于支持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改造升级、充换电服务网络运营监控系统建设等相关领域。 完成新能源汽车推广量是获奖的关键，而且推广数量以纯电动乘用车为标准进行计算，其他类型新能源

汽车按照相应比例进行折算。

2015年11月新能源汽车产量持续增长，拉动电池级碳酸锂和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 12月14日，工信部发布2015年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7.23万辆，同比增长6倍，环比增长42.8%。 2015年1-11月，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27.92万量，同比增长4倍。 新能源汽车产量激增大幅拉升了产业链上游电池级碳酸锂和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目前电池级碳酸锂均价11.4万元/吨，月涨幅超65%，六氟磷酸锂12月底有望突破22万元 /吨，月涨幅超47%。

2020年充电桩建设目标480万个：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建成充换电站780座，交直流充电桩3.1万个，为超过12万辆电动汽车提供充换电服务。 11月8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目标到2020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个，以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随着新能源车市场放量，国内充换电站建设将迎来密集扩容期，数量将逐年翻倍增长。 同时，充电网络作为电动汽车推广的关键因素，在政策大力扶持和盈利模式逐

步清晰的推动下，我国充换电设备将迎来千亿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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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充换电设备千亿市场打开

2015年12月16日，财政部等五部门发

布《关于“十三五”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

知 (征求意见稿)》， 该通知明确了奖励对

象， 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面向全国所有

省(区、市)。 中央财政对充电基础设施配套

较为完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规模较大

的省(区、市)安排奖励资金。

通知设定了新能源充电设施奖励标

准，对于大气污染治理重点省市奖励最高，

2016年大气污染治理重点省市推广量3万

辆，奖励标准9000万元，超出门槛部分奖

励最高封顶1.2亿元。 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

重点省市奖励门槛7万辆，奖励标准1.26亿

元，每增加6000辆，增加奖励资金1100万

元，奖励资金最高封顶2亿元。 奖励资金与

门用于支持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改造升级、

充换电服务网络运营监控系统建设等相关

领域。 完成新能源汽车推广量是获奖的关

键， 而且推广数量以纯电动乘用车为标准

进行计算， 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按照相应

比例进行折算。

2015年11月新能源汽车产量持续增

长， 拉动电池级碳酸锂和六氟磷酸锂价格

上涨。 2015年1-11月，新能源汽车累计生

产27.92万量，同比增长4倍。 新能源汽车产

量激增大幅拉升了产业链上游电池级碳酸

锂和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 目前电池级碳

酸锂均价11.4万元/吨，月涨幅超65%，六氟

磷酸锂12月底有望突破22万元/吨，月涨幅

超47%。

2020年充电桩建设目标480万个：截

至2014年底，全国共建成充换电站780座，

交直流充电桩3.1万个，为超过12万辆电动

汽车提供充换电服务。 11月8日，国家发改

委等四部门发布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发展指南 （2015－2020年）》， 目标到

2020年， 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

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个，以满足全

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随着新能源

车市场放量， 国内充换电站建设将迎来密

集扩容期，数量将逐年翻倍增长。 同时，充

电网络作为电动汽车推广的关键因素，在

政策大力扶持和盈利模式逐步清晰的推动

下，我国充换电设备将迎来千亿市场空间。

“十三五”规划 引领A股投资

□本报记者 徐伟平

2015年10月26至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包括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

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和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政策落地年，2016年A股重要的投资线索将是“十三五”规划。

美丽中国：望得见山水 记得住乡愁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

了“美丽中国” 的概念，而十三五规划《建

议》则再次把“美丽中国” 摆在重要的位

置。 《建议》提出“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

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协同推进人

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

针对“美丽中国” ，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六

个方面进行了规划， 分别是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

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

理力度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015年被称为环保的“政策年” ，新环

保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陆续推出。 从

2016年开始，将陆续进入政策的落地期。 十

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了“推进多污染物

综合防治和环境治理，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

共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推动低

碳循环发展，工作重点在于“主动控制碳排

放，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有效控制电

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支

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

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 ”这与“大气

十条”（即《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

一脉相承的。 具体指标是：到2017年，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

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

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

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

右。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清洁空气创

新中心） 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3-2017）实施的投融资需求及影响》

研究报告显示，“大气十条” 的实施直接投

资共需1.84万亿元。

展望“十三五” ，除了大气、水处理、垃

圾发电行业继续保持政策高度倾斜外，还

有很多细分领域值得挖掘， 行业空间并未

完全打开，还处于政策萌芽期，展望“十三

五” ，工业固废、土壤修复、清洁能源的行业

仍然面临较大的投资机会。

健康中国：全面健康引领“大健康” 理念

十三五规划《建议》第一次将“健康

中国” 上升为国家战略，可以说“健康中

国” 是十三五规划的亮点之一。 国家卫计

委已全面启动 《健康中国建设规划

（2016-2020年）》 编制工作， 预计将于

2016年发布并正式实施。

医疗领域不是“健康中国” 的唯一内

容，却是主体内容。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主要

看点有三个：

一是民营医院。 去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

合发出 《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

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开

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 鼓励社

会办医。

二是远程医疗。 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

学者Wittson首先将双向电视系统用于医

疗； 同年，Jutra等人创立了远程放射医学。

此后，美国相继有人利用通讯和电子技术进

行医学活动，并出现了“Telemedicine”这

一词汇， 现在国内统一将其译为“远程医

疗” 。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功多年以

前曾经预言：“未来医疗活动中， 医生将面

对计算机，根据屏幕显示的从远方传来的病

人的各种信息对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 ，这

种局面已经到来。

三是中医药。 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了

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第

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

家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

科学家。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中

医药、民族医药发展” ，相信经过一个世纪

的蛰伏之后，中医药将获得重生。

制造强国：十大领域突破发展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二五》。 引导

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

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

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 ”

无论十三五规划《建议》，还是《中国

制造二○二五》 都强调推进十大重点领域

突破发展：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

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

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

业发展壮大。

德国提出的“工业4.0” 概念代表着以

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也

是中国制造升级的远景目标。 工业4.0即互

联网+智能制造，本质是网络化、数字化、

自动化、 集成化和智能化， 以实现横向集

成、纵向集成与端对端的集成。 工业4.0的

关键是CPS系统，核心是智能工厂，它包括

由传感器构成的感知系统， 工业以太网等

构成的通信网络，工业软件和大数据、云计

算构成的分析中枢以及机器人等构成的制

造体系。

海通证券指出， 投资者可以从两个受

益方向关注。一是机器人国产化加速，制造

厂商寻突破。 我国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消

费第一大国，市场空间巨大，本土企业已经

针对机器人零部件及本体进行研发生产，

机器人国产化有望突破。 二是进口替代启

动，系统集成率先受益。在机器人应用的基

础上，系统集成最为受益，国内民营集成商

借助本体优势、成长明显，进口替代正在进

行中、利润率较好，随着机器人向下游3C

和家电行业渗透， 系统集成商望实现快速

成长。

网络强国：网络安全+大数据

此前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成立，以规格高、力度大、立意远来统筹

指导中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发展战略。 十三

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

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 实施

“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

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

社会融合发展。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

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完善电信普遍服务

机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超前布局

下一代互联网。 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

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

各类创新。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 信息消

费每增加100亿元， 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338亿元。 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

已达1.7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近

9300亿元。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高达8万亿

元，其中网络零售额达到1.3万亿元，拉动

新增消费5070亿元。 而2013年上半年，全

国信息消费规模呈现20%以上的高速增

长。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将使信息消费成为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大数

据及互联网+等将成为重要手段，国家在顶

层已经出台相应政策引导大数据及互联网

+战略实施，而在我国经济互联网化率不断

提升的大背景下，维护网络安全、建立良好

网络生态将成为重要根基， 建议投资者沿

着两条主线进行行业内长期配置。 一是信

息安全、自主可控。重点关注自主可控软硬

件产品及其他安全产品； 二是大数据及云

计算。数据已成为生产要素，云计算以成为

新型基础设施。 重点关注大数据及云服务

解决方案提供商。

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成亮点

“十三五” 规划《建议》中提出，到

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提高

城镇化率，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以及

如何实现产城融合，是绕不开的重要课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近年来的

一个趋势是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城镇化建设

的质量。未来在将经济增长继续作为政策核

心的同时，如何保证居民生活质量，解决诸

如环境质量下降、拥堵、医疗卫生和食品安

全等大城市病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也逐渐

纳入了管理者考核标准。而要改善城市公共

服务和生活质量，进行科学、前瞻性的城镇

化规划，只有基于详尽的数据分析，智能地

应用信息科技，才能使城市管理更具效率和

创新性。

2012年起我国掀起了智慧城市的热

潮，截置目前，我国已有超过373个试点市、

县（区）纳入住建部、科技部批复的试点名

单，2012年、2013年共有193个试点，2014

年新增83个试点市县，2015年又新增97个

试点，重点项目超过2600个，投资总额超万

亿人民币。 但值得注意的是，按住建部定义

的智慧城市投资包括水处理等基建投入，

而不完全是信息化投入， 且智能交通等行

业投资部分资金来自原有预算， 只有城市

信息平台投资可以看作为纯增量。

从欧美、日韩、新加坡等地较先进的智

慧城市发展经验看， 我国对信息技术及基

础设施的政策支持仍有红利释放空间；管

理上将由“自上而下管理” 向“更多市民和

利益相关方参与， 以及更开放的数据和形

式” 转变；投融资模式也将从PPP向多种金

融工具综合应用。 智慧城市已经进入大规

模落地建设期， 受益于大数据政策和技术

发展， 智慧城市的数据运营将随平台系统

建设逐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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