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发展路径明晰 产业结构悄然生变

三大战略释放增长动能 城市群基建投资升级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日前均已发布。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相关部门目前正加紧制定“三大战略”详细方案，争取尽快出台。 其中，交通运输部最新公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实施方案。 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日前透露，“一带一路”不存在缺席省份，各个省区都要编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 要在今年9月最晚10月完成地方实施方案与国家规划的衔接。

据记者了解，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成渝城市群规划或将于今年上报。 业内人士表示，“三大战略”正由顶层设计转向专项规划与具体实施并进阶段。 在稳增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三大战略”的实施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拉动效应备受关注。 从三大战略规划看，以城市群建设为依托，扩展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已经明晰；以基建和装备制造为投资主体的投资模式正在形成，投资区域和产业结构已悄然生变。

城市群建设成区域经济发展依托

业内人士称，“三大战略”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跳出过去以省为单位的区域战略格局，战略部署更多考虑板块之间的互动，从而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以城市群建设为核心，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目前，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 一季度长江经济带所覆盖的沿线11个地区，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 国务院日前批复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未来长江经济带将要构建五大城市群。 以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 努力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支撑、全国经济新增长极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城市群。

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表示，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 《规划》是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又一重要举措，并将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作用辐射至全部沿海地区，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可媲美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也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季度河北省经济增速为6.2%，增速同比加快2个百分点，成为全国一季度经济增速提升最快的省份。 尽管日前国务院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未对京津冀城市群建设进行阐述，但业内人士表示，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三大城市群之外，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也将进入国家级城市群编制。 根据国家此前发布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按照“2+8”的模式制订，京津冀都市圈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8个次中心城市，为了更好地衔接整个河北省的规划，预计新的京津冀城市群或将涵盖整个河北省。

成渝城市群则以2011年获批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为依托，横跨四川省和重庆市，以成都、重庆两城市为核心，包括四川省内11城市以及重庆整个地区。 在国家层面，成渝城市群已纳入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规划中。 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一起，分属长江上中下游、西中东区域。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成渝城市群规划预计于今年上报。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高辉清认为，未来随着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推进，将带动交通、市政、公共服务、行政体制等各方面协调推进。 投资的着力点很可能是先建设民生相关的“硬件环境”，再逐步有序提高“软件环境”。

基建和装备制造成为投资主体

市场人士认为，“三大战略”的推进不仅在长远上对中国战略转型有着重大作用，短期来看，稳增长的能力也不可估量。 国家发改委近期召开的经济形势发布会中，“三大战略”被明确列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之一，前期投资规模可见一斑。

据财政部测算，京津冀一体化在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 也就是说，在2020年前，京津冀地区及相关产业将迎来平均每年7万亿元的投资机会。 这些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京津冀三地将快速着手补齐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 42万亿元的基建投资之外，能源和产业转移等领域可能撬动的投资或达百万亿元。

着重强调“海、陆、空”的联动和衔接，“综合”和“立体”是长江经济带规划的最大亮点之一。 分析人士表示，长江经济带更注重铁路、公路、港口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不同于其他投资，不存在过剩等未来隐患，又能为经济转型提供条件。

“一带一路”拉动的基建投资项目正陆续启动。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表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前提与核心关键。 今年将启动的铁路、公路、水运、港口等重大基建项目即将公布，在项目分布上，“铁公机”占全部投资的68.8%。 其中，铁路投资近5000亿元，公路投资1235亿元，机场建设投资1167亿元，港口水利投资金额超过1700亿元；预计通向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率先启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印度洋战略性港口或成为首批建设港口。

管清友表示，根据相关统计，目前各地“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达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按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为2至4年计算，今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000亿元左右，预计将拉动GDP增长0.2至0.3个百分点。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日前透露，“一带一路”内部规划即将发布，将会对国内省区布局等做出统筹安排。 分析人士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了大量新兴经济体，很多国家在基础设施、通信设备、装备制造领域存在发展短板，具有迫切的改善需求，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各省在对接方案中将出台不少推动基建和装备制造发展的政策。

分析人士表示，从多地发布的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看，地方政府正从依靠土地财政推动投资走向依靠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投资力度。 以丝路基金为例，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不少地方政府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以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它更倾向于以一种主权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投资，也不排除PPP(公私合营)的合作方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称，现在国内产能过剩，很多社会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领域，这都可以跟着国家战略参与丝路基金。 另外，比如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这类机构投资者，对投资回报要求不太高，适合长期投资的也可参与。 分析人士称，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三大战略”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投融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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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启动

“一带一路”对接项目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梳理发现，根据《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要求，不少地方正加紧制定对接“一带一

路”方案。目前，江苏、福建、上海、四川等地对接项

目已基本成形。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各地对接项目

的启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步入高潮。

对接项目陆续推出

3月底发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中国

愿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

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 “现

在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主要是对外的。 内部还有

一个规划，也会很快公布。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表示， 规划里可

能就会对各个地区的布局方面做一些安排， 因为

涉及互联互通必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考虑， 甚至

统一的规划。

按照《愿景与行动》，18个国内省区被重点圈

定，各省在“一带一路” 中的地位及对外合作重点

方向也被明确。 根据该文件要求，目前多地正加紧

制定对接“一带一路”方案。

据了解，目前江苏的“一带一路” 建设实施方

案已完成省内意见征求， 近日报国家审定批准后

即可实施。 广东、福建、上海、四川等地的对接方案

已经成形。

上海市将通过搭建贸易网络、 参与投资贸易

标准制定、 汇聚国际投资贸易服务机构等三大举

措，成为“一带一路” 战略落实的先行者和领跑

者。 福建省提出， 支持泉州市建设“海上丝绸之

路”先行区，还将加快通陆达海的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 广东省也规划了多项对接“一带一路” 的

大项目，仅前期三年内的规划项目就有几十个。 四

川省出台了“一带一路” 规划———“251” 三年行

动，即在“一带一路” 沿线中，筛选20个对四川省

具有较大产业和贸易优势的国家； 优选50个双向

投资重大项目，实施重点跟踪、强力促进；在四川

近1万家外经贸企业中，精选100家与“一带一路”

沿线有较好贸易投资基础的重点企业， 实施重点

引导、形成示范。

“各地制定对接方案，这涉及对‘一带一路’

愿景与行动的理解， 这不同于以往国内某一个类

型的规划，主要是与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设想。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史

育龙表示，《愿景与行动》 已经给出大的框架，合

作的重点和方式也有了，各地方、各企业可以依照

这个总体蓝图，根据自身特点，寻找合适的方式去

参与。

“走出去”步伐加快

各地对接项目的启动将加快中国企业 “走出

去”步伐成为共识。 另外，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也提出，要聚焦铁路、电力、通信、建材、工程

机械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对接不同地区尤其

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需要，打造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促进互利共赢。 同时，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以扩大开放促发展升级。 这是国务院

常务会议在今年第二次聚焦产能和装备 “走出

去” 。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平认

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 愿景与

行动出台等背景下，推动产能装备“走出去” 对中

国和世界经济来说， 是一种双赢的选择，“现在中

国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更大的

市场空间与资源配置范围， 那就需要我们把装备

能力通过‘走出去’ 来扩展新的市场空间，找到增

长点。 一方面能使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平衡，同时也

会让周边国家、 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得

到推动，给他们带来工业化和脱贫的机会。 ”

银河证券分析师孟京表示，“一带一路” 的核

心一是资金支持，二是产能和技术支持。 我国既具

备资金的雄厚实力， 也有质优价廉的产能和装备

制造的能力，整合在一起，对“一带一路” 辐射到

的国家是双赢局面。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刁春和表示，结

合我国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现在各个国家对“一

带一路”的反响，下一步重点开发领域一是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港口、公路、机场以及通信

领域。二是在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行业。例如在电力

建设方面，无论是水电、火电、太阳能电、风电，甚

至现在和很多国家在谈的核电合作， 这对于当地

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求也很大。 三是基

础设施建设配套产业。 例如工程装备制造业、钢铁

水泥等， 可以充分利用未来要建成的经贸产业园

区平台，发挥我国企业在技术成本方面的优势，为

沿线国家建设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正加快“走出去” 布局。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中国核电企业正在力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 机组在巴基斯

坦等国的落地。 中国南车也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中国南车董事长郑昌鸿表示，“一带一路” 里最重

要的内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南车现在已经

和“一带一路” 上的很多国家拥有非常紧密的贸

易关系。 另外，中国高铁也在全力加速走出去。 目

前谈的比较接近的项目就是泰国铁路项目和新加

坡到马来西亚的高铁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

料成基建投资催化剂

□

本报记者 李超

基建行业正成为市场看好的下一个投资风口之一。 分

析人士表示，抓住“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迎来新的投资

机遇已经成为业内共识，降准、降息等经济手段也有望对

建筑工程领域带来利好。 建筑板块主题性投资机会将贯穿

2015年全年，以PPP为代表的建设模式，则有望为民营资本

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

培育土壤。

2015年将是基建大年

在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引领下， 基建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发

展机遇被普遍看好。银河证券研究员鲍荣富表示，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点领域投资包括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中

西部铁路公路、内河航道以及水利、信息、电力、油气等重大项

目和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态建设项目。 相关行业存在巨大

发展机会。

“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正成为基建工程类投资的催化

剂。 国信证券分析师邱波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陡增背景下，

基建投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考虑到有关部

门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的七大类基建项目，以及“一带一

路”的全面推进等因素，预计2015年将是基建大年。

包括降准降息在内的政策措施， 也有望对建筑工程领域

带来利好。 鲍荣富认为，建筑行业负债率高企，降息有助于缓

解上市公司资金压力，减少财务费用，提振下游需求。 在子板

块中，受益最多的是钢结构、铁路轨道。

民生证券研究员王小勇表示，建筑板块在15个证监会一

级板块里面资产负债率仅次于金融业， 降息将直接利好建筑

行业，特别是资产负债率很高的基建蓝筹板块。

国金证券研究员孙鹏认为，建筑工程行业整体营收、利润

增速放缓，与经济下行、投资增速放缓密切相关，但随着政策

逐步宽松，建筑行业从订单到营收有望逐步回暖，目前政策效

果已经在部分行业龙头公司订单、回款方面得以显现。

首创证券分析师邵帅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试点地区

将在医疗、教育、卫生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推行一系

列具体项目。 包括轨道交通、城际铁路、花园广场等市政工程

类项目也将随着地方性规划逐步落实， 将给建筑企业带来巨

量订单。 国内基建投资方面，铁路和城轨建设将成为领头羊，

水利水电建设紧随其后，机场有望大建，公路建设仍存在局部

机会。

民营资本将大有作为

信达证券分析师关健鑫认为，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预计

保持平稳， 政策趋于宽松。 建筑板块主题性投资机会将贯穿

2015年全年，建议关注铁路板块、水利板块及“一带一路” 投

资主题机会。

以PPP为代表的建设模式，有望为民营资本创造更大的作

为空间。鲍荣富表示，中国PPP2015年市场规模约7500亿元至

8000亿元。 PPP模式推广后，社会资本参与此类项目将获得稳

定回报，而建筑公司转型“建设+运营” 是大势所趋。 PPP短期

不增加建筑下游需求，长期看反而减少投资需求；供给端PPP

提升建筑投资效率， 社会资本及建筑公司可以借此获取有保

障的合理回报。从需求角度而言，若2015年地方债务需求的一

半通过PPP模式解决，则市场规模将达到7562亿元。 中国PPP

在政策推动、地方融资需求、“一带一路”等带动下，未来提升

空间较大。

国金证券研究员孙鹏表示，PPP政策层面的利好就会大

概率接连出现，而这一利好的推出是一个长期过程。

方正证券分析师郭丽丽认为，过去10-15年，地方政

府投融资平台大规模涌现，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资的

重要载体。这类国企包括城投公司、开发区和园区平台、交

运类融资平台、公用事业类融资平台、土地储备中心、国有

资产管理中心等。 而PPP模式是地方政府债务化解、 投融

资模式升级和平台型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 PPP模式的推

出将使得民营资本有机会进入到垄断领域， 推动相关领

域的市场化改革， 并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培

育土壤。

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明晰 产业结构悄然生变

三大战略释放增长动能 城市群基建投资升级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日前均已发布。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相关部

门目前正加紧制定“三大战略”详细方案，争取尽快出台。 其中，交通运输部最新公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实

施方案。 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日前透露，“一带一路” 不存在缺席省份，各个省区都要编制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 要在今年9月最晚10月完成地方实施方案与国家规划的衔接。

据记者了解，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成渝城市群规划或于今年上报。 业内人士表示，“三大战略” 正由顶

层设计转向专项规划与具体实施并进阶段。 在稳增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三大战略” 的实施为经济增长带

来的拉动效应备受关注。 从三大战略规划看，以城市群建设为依托，扩展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拉动区域经济发

展的路径已经明晰；以基建和装备制造为投资主体的投资模式正在形成，投资区域和产业结构已悄然生变。

城市群建设成区域经济发展依托

业内人士称，“三大战略” 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支

撑，跳出过去以省为单位的区域战略格局，战略部署更

多考虑板块之间的互动， 从而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以

城市群建设为核心，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目前，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

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 一季度长江经济带所覆盖

的沿线11个地区，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国务院日前批

复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未来长江经济带

将要构建五大城市群。以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

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 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

群为补充。 努力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

重要支撑、 全国经济新增长极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城

市群。

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表示，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

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规划》是推进

长江经济带的又一重要举措，并将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作

用辐射至全部沿海地区，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可媲美京

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也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季

度河北省经济增速为6.2%， 增速同比加快2个百分点，

成为全国一季度经济增速提升最快的省份。 尽管日前

国务院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未对京

津冀城市群建设进行阐述， 但业内人士表示， 在长三

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三大城市群之外，京津冀城市群

和成渝城市群也将进入国家级城市群编制。 根据国家

此前发布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按照“2+8” 的

模式制订，京津冀都市圈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

河北省8个次中心城市，为了更好地衔接整个河北省的

规划，预计新的京津冀城市群或将涵盖整个河北省。

成渝城市群则以2011年获批的 “成渝经济区区域

规划” 为依托，横跨四川省和重庆市，以成都、重庆两城

市为核心，包括四川省内11城市以及重庆整个地区。 在

国家层面，成渝城市群已纳入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规划

中。 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一起，分属长江上

中下游、西中东区域。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成渝城市

群规划预计于今年上报。

基建和装备制造成为投资重点

市场人士认为，“三大战略” 的推进不仅在长远上

对中国战略转型有着重大作用，短期来看，稳增长的能

力也不可估量。

据财政部测算， 京津冀一体化在未来6年需要投

入42万亿元。也就是说，在2020年前，京津冀地区及相

关产业将迎来平均每年7万亿元的投资机会。 这些投

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京津冀三地将快速着手补

齐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 。 42万亿元的基建投资

之外，能源和产业转移等领域可能撬动的投资或达百

万亿元。

着重强调“海、陆、空” 的联动和衔接，“综合” 和

“立体” 是长江经济带规划的最大亮点之一。 分析人士

表示，长江经济带更注重铁路、公路、港口等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这些建设不同于其他投资，不存在过剩等未来

隐患，又能为经济转型提供条件。

“一带一路” 拉动的基建投资项目正陆续启动。 民

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表示， 基础设施建设互

联互通是“一带一路” 战略的首要前提与核心关键。 今

年将启动的铁路、公路、水运、港口等重大基建项目即

将公布， 在项目分布上，“铁公机” 占全部投资的

68.8%。 其中，铁路投资近5000亿元，公路投资1235亿

元， 机场建设投资1167亿元， 港口水利投资金额超过

1700亿元；预计通向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率先启动，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印度洋战略性港口或成为首批建

设港口。

管清友表示，根据相关统计，目前各地“一带一路”

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达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

模约524亿美元，按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为2至4年计算，

今年由 “一带一路” 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000亿元左

右，预计将拉动GDP增长0.2至0.3个百分点。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高

辉清认为， 未来随着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推进，将

带动交通、市政、公共服务、行政体制等各方面协调推

进。 投资的着力点很可能是先建设民生相关的“硬件环

境” ，再逐步有序提高“软件环境” 。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

工日前透露，“一带一路” 内部规划即将发布，将会

对国内省区布局等做出统筹安排。 分析人士认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包括了大量新兴经济体，很多

国家在基础设施、通信设备、装备制造领域存在发展

短板，具有迫切的改善需求，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各

省在对接方案中将出台不少推动基建和装备制造发

展的政策。

分析人士表示，从多地发布的对接“一带一路” 建

设方案看，地方政府正从依靠土地财政推动投资走向依

靠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投资力度。 以丝路基金为例，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不少地方政府推出地方版“丝

路基金” ，以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项目主要集中

在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它更倾向于

以一种主权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投资，也不排除PPP(公

私合营)的合作方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称，现

在很多社会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领域， 这都可以跟着

国家战略参与丝路基金。 另外，比如保险公司、社保基

金这类机构投资者，对投资回报要求不太高，适合长期

投资的也可参与。

分析人士称，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三大战

略” 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投融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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