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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再迎重磅政策催化：中央深改

组通过《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 
事件：据新华社报道，3 月 19 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 

 

点评： 

强调市场导向与产业应用，打造智能经济形态。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的特点，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优化

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特点，探索

创新成果应用转化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

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继去年政治局集体学习人工智能之后又一重磅政策催化。去年中共政治局集体学

习人工智能并突出了其空前的战略意义：这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 “头雁”、赢

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

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方式从高速向高质转变的迫切

需要，此次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政策，进一步突出了人工智能

在国家改革转型中相对其他新兴产业难以比拟的战略作用。 

 

投资建议：我们不但最紧密跟踪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动态，同时最早从芯

片、算法、国内、海外等多个维度 50 多篇报告全方位推荐人工智能这一战略方

向，更组织深入调研了国内几乎所有人工智能明星独角兽企业，如今不但国内人

工智能上升到空前战略高度，此次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政策，

进一步突出了人工智能在国家改革转型中相对其他新兴产业难以比拟的战略作

用，重点推荐科大讯飞、四维图新、中科创达、海康威视、浪潮信息、中科曙光、

大华股份、千方科技、同花顺、佳都科技等核心 AI标的。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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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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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

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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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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