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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会议提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事件：3月 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

“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高层会议首次提及公共消费，国防支出是公共消费重要内涵 

公共消费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教科文卫事业、社会救济和劳动

保险等方面。考虑到此次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明显压制，

且消费习惯有所改变，为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扩大

内需，需要借助于公共消费。根据Wind及 CEIC数据库，2018年公共

消费在全部消费中的比重为 30.03%，其既是国民消费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可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来直接或间接带动居民消费，

从而具有化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矛盾和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双重功能。 

 

国防支出是公共消费的重要内涵，兼具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

益。1）往年军费情况：根据 2019 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2012-2017年我国国防费用从 6691.92亿元增加至 10432.37亿元，年平均

增长 9.42%，国防费用占 GDP 总值平均比重为 1.28%，占国家财政支

出平均比重为 5.26%，且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定，与国家财

政支出保持同步协调增长。2）当前军费情况：根据新华社及Wind，2019

年我国国防预算 11899亿元，占当期GDP及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 1.20%

及 4.98%。3）横向比较来看，根据美国防授权法案及俄卫星通讯社，

2019年美国国防预算占当期GDP及联邦政府预计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

3.3%及 16.10%，俄罗斯分别为 2.66%及 15.72%。相对美俄等国家，我

国国防支出占比相对较低并具备提升空间。 

 

初步预计 2020 年国防预算增速在 6.5-7.5%之间。虽然今年两会有所推

迟，但考虑到促进公共消费、保障国防等因素，我们预计 2020年军费

增速与去年相比或将基本保持不变，预计将在 6.5%-7.5%之间。 

 

■军工行业受短期经济波动影响较小，全年保军任务基本不变 

我们认为，相对其他行业，军工行业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受疫情冲

击影响也小，其需求端较为稳健。虽部分公司一季度因疫情原因造成

物流体系等影响，原材料供应滞后、订单确认延后，业绩受到一定程

度影响，但考虑到 Q1占全年比重相对较小，且产品交付可在后期通过

加班加点方式弥补，当前大部分公司已顺利复工复产，全年保军任务

基本不变。疫情影响并不能对军工行业基本面带来根本性改变，其业

绩确定性较高且部分公司估值具有吸引力，关注行业跟随大盘承压带

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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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军工行业增长逻辑：预计 2020行业增速有望保持在 20%左右 

当前订单水平和军工周期决定 2020年行业增长稳健，预计主要公司增

速仍在 20%附近；因留存资金较多，2021 年可能突破过去五年规律，

呈现平稳增长格局。其主要逻辑如下： 

1) 持续的资金投入是军工行业增长的首要关键因素。我们预计今年两

会军费增速在 6.5-7.5%之间，且市场上也有地方资金和军民融合资

金等很多其他类资金支持，其大多投入于供给侧的制造阶段； 

2) 军工体制改革提升军工企业经营效率。随着改革推进，行业里不适

应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得以逐步改革，使得行业生产效率得以改

善。且股权激励有进一步推进的迹象，在价格改革的压力下，企业

降低成本和费用的意愿将增强，可能带来行业盈利水平的提升； 

3) 军改影响逐步消除。此前影响订单和回款，随着负面影响削弱，预

计未来同比增长相对加快；  

4) 新装备定型后处于迅速爬坡期带动行业发展。主战装备列装势头较

快，比如某主力战机和某通用直升机等，预计 2020 年全行业增速

在 20%附近，相比 2019 年呈现稳健并略有加快的态势，没有爆发

式增长但也没有行业增速下降。 

 

■重点关注信息化、新材料、主机厂、国企零部件及民参军等方向 

1) 信息化：业绩增长相对较快并具有 TMT属性，重点关注航天发展、

振华科技，对应 2020年估值均在 20多倍；此外密切关注北斗和低

轨星座进展； 

2) 主机厂：近 1年多股价平稳，未来几年增长确定性高且较为稳健，

并能够支持当前估值水平，如中航沈飞、中直股份等； 

3) 原材料：成长性好且具有高壁垒，新机型放量带动毛利率提升，且

规模效应凸显，重点关注中航高科、光威复材、钢研高纳等； 

4) 国企零部件：具有长期配臵价值，增长稳健，且回撤较小，关注中

航机电、航天电器、中航光电等； 

5) 民参军：民企此前因商誉减值、股权质押等导致市场担忧，估值下

杀到底部，随着军改削弱等带来基本面好转，民参军公司有望迎来

戴维斯双击，关注雷科防务、红相股份、爱乐达、海特高新、华伍

股份、天银机电、星网宇达、七一二、全信股份、楚江新材等。 

重点关注航天发展、振华科技、中航高科/光威复材、中航沈飞、航天

电器、以及民参军组合。 

 

■风险提示：疫情持续影响；武器装备建设节奏低于预期；民用市场竞

争激烈，军工企业习惯小批量、多品种、高毛利产品制造，在规模化

拓展及管理上或存在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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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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