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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研究 

宏观经济：美联储降息救市，但市场担心“弹药”补足 

美国实体经济不太差，本次美联储意外降息的最主要原因是防止股市出

现系统性风险。年内大概率还会降息，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不大。

次贷危机前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在 5%以上，相比之下，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为 1%-1.25%。  

市场担心美联储“弹药”是否充足。 

降息确认“危机”，美股继续下跌。 

美债收益率继续下滑，但负利率可能性不大。 

长期看好黄金。短期来看，美联储降息将会拉低实际利率，进而拉升黄

金价格。中期来看，如果疫情导致了经济危机、严重的通货紧缩，这确实会

抑制金价上涨，但动态地看，那时全球将会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了刺

激经济增长，实际利率肯定会继续下降。长期来看，由于老龄化、贫富差距

扩大、技术进步放缓，可能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会像日本一样“长期停滞”，

也就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样黄金价格具有长期上涨的基础。 

中国政策空间打开。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货币政

策的空间进一步打开，同时，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中国政府可能进一

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A 股表现或许好于海外股市。中国疫情先于海外得到控制，加上政策空

间打开，中国经济可能相对好于海外经济体，A 股可能出现一定的避险特征，

表现或许会好于海外市场。 

债券收益率继续下降。美联储降息，中国货币政策空间打开，未来可能

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中国债券收益率主要受货币政策影响，只要货币

政策事实上宽松，债券收益率就可能继续下降。 

 行业研究 

计算机行业：“0 到 1” 原始创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迎政策重大利

好 

五部委发文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大

数据、高性能计算等核心技术突破。 

“从 0 到 1”原始创新政策提振，产学研联动和成果转化，中长期有利

于我国企业加速推动技术落地及推广应用。 

从需求端看，AI、云计算等领域需求旺盛，行业快速增长。 

投资建议：“0 到 1”原始创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迎政策重大利好。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超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人工智能商业落

地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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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摘要 

总量研究 

宏观经济：美联储降息救市，但市场担心“弹药”补足 

美联储救市，意外降息 

美国实体经济不太差，本次美联储意外降息的最主要原因是防止股市出现系统性

风险。 

年内大概率还会降息，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不大。次贷危机前联邦基金

目标利率在 5%以上，相比之下，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 1%-1.25%。  

市场担心美联储“弹药”是否充足 

降息确认“危机”，美股继续下跌。从市场反应来看，此次降息更像是对“危机”

的确认。和次贷危机时期相比，美联储降息空间只有 1 个百分点，弹药有限，市场对

此深表忧虑。美股后续如何走，关键要看疫情对美国经济如何影响，美联储关于非常

规货币政策的表态以及美国财政政策何时发力。 

美债收益率继续下滑，但负利率可能性不大。长期来看，美国科技进步速度高于

实行负利率的欧洲、日本，美国自然利率明显高于零。短期来看，如果疫情不引发经

济危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没有次贷危机那么大。假如疫情引发经济危机，考虑到负

利率对金融机构利润的负面影响，美国更可能采取零利率，然后量化宽松，加上积极

财政政策的。 

长期看好黄金。短期来看，美联储降息将会拉低实际利率，进而拉升黄金价格。

中期来看，如果疫情导致了经济危机、严重的通货紧缩，这确实会抑制金价上涨，但

动态地看，那时全球将会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际利率肯定

会继续下降。长期来看，由于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技术进步放缓，可能越来越多

的国家经济会像日本一样“长期停滞”，也就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样黄金价

格具有长期上涨的基础。 

A 股或好于海外市场 

中国政策空间打开。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货币政策的空间

进一步打开，同时，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中国政府可能进一步实施更加积极的

财政政策。 

A 股表现或许好于海外股市。中国疫情先于海外得到控制，加上政策空间打开，

中国经济可能相对好于海外经济体，A 股可能出现一定的避险特征，表现或许会好于海

外市场。 

债券收益率继续下降。美联储降息，中国货币政策空间打开，未来可能采取更加

灵活的货币政策。中国债券收益率主要受货币政策影响，只要货币政策事实上宽松，

债券收益率就可能继续下降。 

行业研究 

计算机行业：“0 到 1” 原始创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迎政策重大利好 

五部委发文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高性能计算等核心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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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0 到 1”原始创新政策提振，产学研联动和成果转化，中长期有利于我

国企业加速推动技术落地及推广应用 

《方案》推出有利于提升我国基础研究“从 0 到 1”原创性成果。随着产学研

联动和成果转化，中长期有利于我国企业加速推动技术落地及推广应用。 

从需求端看，AI、云计算等领域需求旺盛，行业快速增长 

AI：在技术商业场景应用需求提升，产业规模将持续增长。2017 年 7 月，《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人工智能发展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2019 年 9 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

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到 2023 年建设 20 个左右试验区。如今，我国人

工智能技术已运用于智能安防、医疗、金融和教育等领域。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

测，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增速 45%，远超全球市场规模增速水平。 

云计算：需求旺盛增长，云服务企业收入提升。据 IDC 预计，我国云计算市

场未来规模增速在 30%左右，2020 年规模接近 3000 亿元。随着云计算不断发展，

云计算平台作为运行数据库、中间件等关键核心应用，需求不断提升。因云计算平

台管理、调度以及作业等高负载业务属性，高性能计算以其高速运算、大内存和海

量存储性能优势在处理核心业务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企业级用户对高性能计算

需求将不断提升。 

投资建议：“0 到 1”原始创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迎政策重大利好。相关受

益标的，人工智能领域：科大讯飞、虹软科技、佳都科技、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

网络协同制造：用友网络、东方国信、汉得信息等；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紫光股

份、深信服、广联达、石基信息、宝信软件、金山办公、浪潮信息、优客得、用友

网络、美亚柏科、每日互动、拓尔思、东方国信等;高性能计算领域：中科曙光、

深信服、浪潮信息等公司。 

 

2、 总量研究 

2.1、 宏观经济：美联储降息救市，但市场担心“弹药”补足 

美联储救市，意外降息 

美国实体经济不太差，本次美联储意外降息的最主要原因是防止股市出现系统性

风险。在 1987 年、1998 年、2001 年、2018 年等美股暴跌中也出现过降息，而近

期海外疫情导致标普 500 出现“6 个交易日内下跌超过 10%”的历史最快回调。加上

美国“超级星期二”也在今晚来临，选择在民主党选举前降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对冲

“桑德斯效应”对美股的冲击。 

年内大概率还会降息，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不大。次贷危机前联邦基金

目标利率在 5%以上，相比之下，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 1%-1.25%，美联储

的降息空间非常有限，它会很珍惜不多的弹药。这也是市场担心的地方。 

市场担心美联储“弹药”是否充足 

降息确认“危机”，美股继续下跌。从市场反应来看，此次降息更像是对“危机”

的确认。和次贷危机时期相比，美联储降息空间只有 1 个百分点，弹药有限，市场对

此深表忧虑。美股后续如何走，关键要看疫情对美国经济如何影响，美联储关于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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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货币政策的表态以及美国财政政策何时发力。 

美债收益率继续下滑，但负利率可能性不大。长期来看，美国科技进步速度高于

实行负利率的欧洲、日本，美国自然利率明显高于零。短期来看，如果疫情不引发经

济危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没有次贷危机那么大。假如疫情引发经济危机，考虑到负

利率对金融机构利润的负面影响，美国更可能采取零利率，然后量化宽松，加上积极

财政政策的。 

长期看好黄金。短期来看，美联储降息将会拉低实际利率，进而拉升黄金价格。

中期来看，如果疫情导致了经济危机、严重的通货紧缩，这确实会抑制金价上涨，但

动态地看，那时全球将会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际利率肯定

会继续下降。长期来看，由于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技术进步放缓，可能越来越多

的国家经济会像日本一样“长期停滞”，也就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样黄金价

格具有长期上涨的基础。 

A 股或好于海外市场 

中国政策空间打开。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货币政策的空间

进一步打开，同时，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中国政府可能进一步实施更加积极的

财政政策。 

A 股表现或许好于海外股市。中国疫情先于海外得到控制，加上政策空间打开，

中国经济可能相对好于海外经济体，A 股可能出现一定的避险特征，表现或许会好于海

外市场。 

债券收益率继续下降。美联储降息，中国货币政策空间打开，未来可能采取更加

灵活的货币政策。中国债券收益率主要受货币政策影响，只要货币政策事实上宽松，

债券收益率就可能继续下降。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超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 

3、 行业研究 

3.1、 计算机行业：“0 到 1”原始创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迎政策重

大利好 

五部委发文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高性能计算等核心技术突破 

2020 年 3 月 3 日，科技部等 5 部委印发《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

（简称《方案》）。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网络协同制造、高性能计

算、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等重大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从 0 到 1”原始创新政策提振，产学研联动和成果转化，中长期有利于我国

企业加速推动技术落地及推广应用 

《方案》推出有利于提升我国基础研究“从 0 到 1”原创性成果。随着产学研

联动和成果转化，中长期有利于我国企业加速推动技术落地及推广应用。以人工智

能领域为例：（1）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行业深度应用， 2019 年底陆续

中标青岛西海岸新区“因材施教”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应用示范区项目和蚌埠市智

慧学校建设项目（2）虹软科技：完成了 DMS 及智能座舱整体解决方案、车外智能

辅助驾驶等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功能研发和迭代更新。（3）佳都科技：疫情期间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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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佳都 AI 智能体温人脸追踪监测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实现“无接触式远距”体

温监测。 

从需求端看，AI、云计算等领域需求旺盛，行业快速增长 

AI：在技术商业场景应用需求提升，产业规模将持续增长。2017 年 7 月，《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人工智能发展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2019 年 9 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

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到 2023 年建设 20 个左右试验区。如今，我国人

工智能技术已运用于智能安防、医疗、金融和教育等领域。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

测，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增速 45%，远超全球市场规模增速水平。 

云计算：需求旺盛增长，云服务企业收入提升。据 IDC 预计，我国云计算市

场未来规模增速在 30%左右，2020 年规模接近 3000 亿元。随着云计算不断发展，

云计算平台作为运行数据库、中间件等关键核心应用，需求不断提升。因云计算平

台管理、调度以及作业等高负载业务属性，高性能计算以其高速运算、大内存和海

量存储性能优势在处理核心业务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企业级用户对高性能计算

需求将不断提升。 

投资建议：“0 到 1”原始创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迎政策重大利好。相关受

益标的，人工智能领域：科大讯飞、虹软科技、佳都科技、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

网络协同制造：用友网络、东方国信、汉得信息等；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紫光股

份、深信服、广联达、石基信息、宝信软件、金山办公、浪潮信息、优客得、用友

网络、美亚柏科、每日互动、拓尔思、东方国信等;高性能计算领域：中科曙光、

深信服、浪潮信息等公司。 

风险提示：人工智能商业落地不达预期；研发不及预期；政策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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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新时代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

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

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

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樊继拓，新时代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6 年宏观策略研究经验，先后就职于期货公司和券商研究所，2017 年水

晶球策略团队公募组第一核心成员，2018 第一财经年度最佳新人奖。 
 

投资评级说明 

新时代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基本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持平。 

回避：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新时代证券公司评级体系：强烈推荐、推荐、中性、回避 

强烈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20%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5%－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幅度介于-5%－5%。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5%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

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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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批复，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由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向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意图违反任

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管辖区域内的法律法规。 

新时代证券无需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新时代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新时代证券客户才

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新时代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供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

证。新时代证券根据公开资料或信息客观、公正地撰写本报告，但不保证该公开资料或信息内容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客户请勿将本报

告视为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 

新时代证券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以确保本报告涉及的内容适合于客户。新时代证券建议客户如有任何疑问应当咨询证券投资顾问

并独自进行投资判断。本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内容适合客户，本报告不构成给予客户个人咨询建议。 

本报告所载内容反映的是新时代证券在发表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新时代证券可能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内容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

的报告，但新时代证券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及时更新本报告涉及的内容并通知客户。新时代证券不对因客户使用本报告而导致的损失负

任何责任。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新时代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新时代证券不对其内容负

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

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新时代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

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新时代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

通知客户。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新时代证券。未经新时代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更改、复制、

传播本报告中的任何材料，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在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除非另有说明，

均为新时代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新时代证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机构销售通讯录  
北京 郝颖  销售总监 

 固话：010-69004649 

邮箱：haoying1@xsdzq.cn 

上海 吕莜琪  销售总监 

 固话：021-68865595 转 258 

邮箱：lvyouqi@xsdzq.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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