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群构建大格局 城镇化激活新机遇（主）

医疗保健、智能家电、节能环保等产业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顾鑫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发布给城镇化道路指明了大方向。 分析人士认为，规划的亮点在于强化城市群建

设，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 房地产行业仍有发展机会，但受房地产供需关系的改

变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逻辑影响，房地产业转型大势所趋，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发生变化。 在当前经济增速

放缓的背景下，期待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以刺激经济并不切实际，投资者更要看到房地产业步入转型的十年、相

关受益的产业也将要发生更替。 此外，产业在区域间布局的优化是城镇化的影响之一，更重要的是将带来新的需

求并给相关产业带来发展机遇。

以点带面做大城市群

分析人士认为，新型城镇化十分重视城市群建设，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并强调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推动下，各具特色的城市群经济带有望加快形

成。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

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城市群和节点城市为依托、其他城镇化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规划还提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推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外转移，加强与周边城镇

基础设施连接和公共服务共享，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1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

圈。

分析人士称，新型城镇化要重点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心部城市群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此

前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就提出，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

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

其中，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将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 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东部沿海地区

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空间巨大。 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预计将加快发展，成为

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在东部地区城市群的优化升级中，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相对更大。 中信证券分析师陈聪认为，环北京区域是

国内极少数低起点、大空间，可能出现跨越式发展的区域。 京津冀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群，而是形成了两个孤

立的大都市。 行政区域边界限制了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而功能中心的过分重叠使得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有巨大

的虹吸作用，却少有正辐射。 这种状况非但造成了环北京区域发展相对缓慢，也造成了北京本身承载能力已接近

极限。

三行业需求有望提升

新型城镇化强调走以人为核心的道路，新兴城市群的崛起必然需要新的产业支撑。 分析人士称，东部地区的

产业需要转型升级，中西部需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附属城市则要承接中心城市剥离出来的部分功能。

规划提出，沿海中心城市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层次，延伸面向腹地的产业和服务

链，加快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 内陆中心城市要加大开发开放力度，健全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提升要素集聚、科技创新、高端服务能力，发挥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 区域重要节

点城市要完善城市功能，壮大经济实力，加强协作对接，实现集约发展、联动发展、互补发展。

规划还提出，中西部城镇体系比较健全、城镇经济比较发达、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重点开发区域，要

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转移，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

转移的农民工，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和人口集聚，培育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

分析人士认为，产业在区域间布局的优化是城镇化的影响之一，更重要的是带来新的需求并给相关产业带来

发展机遇，新支柱产业对于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更为关键。

申万分析师李慧勇表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带来三大行业需求的提升，一是房地产业，二是环保、清洁能

源、路桥、公用事业、医院、学校等相关基础设施，三是金融中介。 他认为，中国过去的城镇化可以归结为东部的城

镇化、大城市的城镇化、工业推动的城镇化、就业的城镇化，是一种半拉子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市民化，更

加强调以人为本，这使得新型城镇化本身集目的手段过程于一体，是一种高成本的城镇化。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房地产的黄金十年不会再次重演， 不能将房地产业作为下一轮经济发展周期的支柱产

业，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需求转好和景气回升的预期可能会落空。

房地产进入转型周期

实际上，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对于房地产调整政策松绑的预期正在逐渐发酵。 分析人士认为，当

前的房地产调控其实是有保有压，进一步宽松的迹象还没有显现，继续以房地产投资刺激经济并非明智之举。 未

来十年，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会存在，但逻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是单纯房地产开发，更重

要的是存量房品质的提升。 这意味着房地产拉动的下游行业发生了重要转变，而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是人们对于

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中国城镇人口的平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香

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这意味房地产的存量已经供应过剩，房地产行业已经迎来拐点，黄金十年的传奇

难以续写。

她指出，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拐头，部分大城市的房价由急涨转为慢涨，甚至停涨，一些条件不

太好的小区房价会出现回落。“有的时候是变相降价，比如新建楼盘的价格跟旧楼盘差不多，但房子的品质大为提

升。 ”

她认为，未来十年，房地产行业进入转型升级的调整周期，行业依然会有所作为，但表现不再是急切地盖房

子，而是更好地规划小区的功能，加强社区服务，改善居住环境，房屋更加节能环保，而室内的装修则更加智能化。

与房地产行业转型相伴随的是消费拉动作用的增强和第三产业的崛起。

分析人士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目前的水平约为46%，未来将达到60%-70%的水

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医疗保健、婴幼儿、智能家电、节能环保、绿色食品等产业在未来

十年依然有广阔的的发展空间。

“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衰退，但是无烟工业将会崛起。虽然这意味着增长速度的放缓，但相关产

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会更多。 ”林采宜表示，当前经济面临的并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不同产业之间

的差别非常大，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部分智慧城市概念公司业绩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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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新型城镇化

公路建设提速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提出要强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支撑，加强铁路、公

路等建设。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多地公路建设

相关布局已经有所动作。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各地公路建设有望提速， 相关基建上市公司有望

受益。

公路路网建设空间巨大

规划中提到“两横三纵” 城镇化战略格局，为

支撑这一布局， 未来加强东中部城市群对外交通

骨干网络薄弱环节建设， 加快西部城市群对外交

通骨干网络建设，形成以铁路、高速公路为骨干，

以普通国省道为基础，与民航、水路和管道共同组

成的连接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业内人士认为，在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

交通运输需求将持续增长。 城市群的发展需要完

善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城际快速路网。 中心城市

的发展壮大， 需要进一步强化与周边城市的交通

网络连接， 提升干线路网通行能力和辐射带动作

用。 县、镇发展为中小城市，需要升级城市对外通

道并完善周边路网结构。发展小城镇，需要加强小

城镇与邻近城市、乡村的联通，加强县乡农村公路

的提级改造。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中提

到，普通国道规划总计26.5万公里，其中利用原国

道10.4万公里、原省道12.4万公里、原县乡道2.9万

公里，合计占规划里程的97%，其余3%约0.8万公

里需要新建； 目前达到二级及以上技术标准的普

通国道路线约占60%， 按照未来基本达到二级及

以上标准测算，共约10万公里需要升级改造。 国

家高速公路规划总计11.8万公里，目前已建成7.1

万公里，在建约2.2万公里，待建约2.5万公里，分别

占60%、19%和21%。

多地公路建设掀热潮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包

括辽宁、江西、海南、昆明在内的多个地方已经提

出了今年的公路建设计划。 为了共同推进东北区

域交通运输发展，日前，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交

通运输部门负责人在长春会商三省公路大通道规

划建设衔接问题，三省交通运输部门将加强合作，

实现相关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根据辽宁省交通厅安排，3月1日前省内建昌

至兴城高速、辽阳灯塔至沈阳辽中高速、沈康高速

三期工程等5个高速公路项目全部复工。 今年除

了提前复工续建的高速公路项目， 还计划开工建

设13个高速公路项目。 其中，原计划今年开工的8

个项目全部提前开工建设，原规划拟“十三五” 启

动的5个项目要提前到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 另

外，原规划拟“十三五” 启动的4个项目要提前到

2015年开工。 此外，辽宁还将加快推进12个普通

公路重点项目建设、推进17个铁路项目建设。

江西将加快推进昌九大道和昌九高速全线

“四改八” 扩建工程，昌九大道力争上半年开工建

设，昌九高速全线“四改八” 扩建工程力争下半年

开工建设。此外，江西今年还将加快多条高速公路

建设，改造105、320等国、省道198公里。

海南今年公路建设计划投资93.5亿元， 同比

增长16.9%。 续建屯琼高速、海榆中线等5个项目，

新开工建设中线高速琼中至乐东段、 铺前大桥等

3个项目。

昆明今年将稳步推进公路水路项目建设，力

争全年完成交通投资700亿元。 截至目前，全省高

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3200公里。 全省在建高速公

路达18个，在建里程1039公里。 除了高速公路外，

今年将加快一些国道项目改造建设。

公司名称

2013年年报净利润

（万元）

2013年净利润同比增幅

（%）

大华股份

113,092.19 61.52

华平股份

10,239.31 25.41

中海科技

4,698.99 3.18

皖通科技

7,076.38 7.76

卫宁软件

8,060.40 52.51

达实智能

8,229.42 5.77

赛为智能

2,943.60 -22.21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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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需求或受提振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业内人士认为， 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在城市群内部建设

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骨干，以普通公路为基础，有效衔接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多层次快速交通运输网络， 这对水泥

等基建公司形成利好。

华融证券指出，受大盘影响，近期水泥公司调整充分，估

值优势明显，随着一季报的披露，靓丽的业绩或成股价催化

剂。 继续看好边际供需改善的华东、华南及甘青地区公司。

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区域以交通

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提振水泥需求， 建议积极关注区

域内公司。

规划中提到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祁连山主要市

场位于西部地区，公司2013年实现净利润4.64亿元，同比增长

167.77%。受益于西部地区水泥需求高速增长，2013年甘肃省

水泥产量增长24.54%，青海省水泥产量增长30.29%。 中信建

投研报指出，2013年祁连山水泥总产能达到2600万吨， 预计

2014年将超过3000万吨，规模持续扩张。

同力水泥3月10日与中联水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

同意以水泥及商品混凝土等项目为载体， 在河南水泥市场开

展合作。同力水泥称，协议的签署为双方今后长期合作奠定了

基础。水泥是区域性很强的行业，双方的合作有利于推动区域

水泥行业的发展。

房地产进入转型周期

实际上，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对于房地

产调整政策松绑的预期正在逐渐发酵。 分析人士认为，当

前的房地产调控其实是有保有压，进一步宽松的迹象还没

有显现，继续以房地产投资刺激经济并非明智之举。 未来

十年，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会存在，但逻

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是单纯房地产开发，更重要

的是存量房品质的提升。 这意味着房地产拉动的下游行

业发生了重要转变，而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是人们对于生

活品质要求的提升。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中国城镇人口的

平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香

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这意味着房地产的存量

已经供应过剩，房地产行业已经迎来拐点，黄金十年的传

奇难以续写。

她指出，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拐头，部

分大城市的房价由急涨转为慢涨，甚至停涨，一些条件不

太好的小区房价会出现回落。“有的时候是变相降价，比

如新建楼盘的价格跟旧楼盘差不多， 但房子的品质大为

提升。 ”

她认为，未来十年，房地产行业进入转型升级的调整

周期，行业依然会有所作为，但表现不再是急切地盖房子，

而是更好地规划小区的功能，加强社区服务，改善居住环

境，房屋更加节能环保，而室内的装修则更加智能化。与房

地产行业转型相伴随的是消费拉动作用的增强和第三产

业的崛起。

分析人士称，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

产业， 目前的水平约为46%， 未来将达到60%-70%的水

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医疗保

健、婴幼儿、智能家电、节能环保、绿色食品等产业在未来

十年依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衰退， 但是

无烟工业将会崛起。 虽然这意味着增长速度的放缓，

但相关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会更多。” 林采宜表示，

当前经济面临的并不是周期性问题， 而是结构性问

题，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可以说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

城市群构建大格局 城镇化激活新机遇

医疗保健、智能家电、节能环保等产业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顾鑫

智慧城市建设遍地开花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此次出

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

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创新应用。推广智慧化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促进

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等。

智慧城市相关上市公司主要分为安防视频、智能交通、智

慧医疗、智能建筑、智慧城市城管、智慧金融等几类。随着智慧

城市建设的推进，各个细分领域上市公司订单有望增长。

国金证券认为， 虽然国内视频监控行业已经接近千亿元

规模，但行业增速仍然不减。 目前，安防视频监控行业增长动

力主要来自于市场下沉、摄像机高清化、结合行业应用的智能

化以及智慧城市需求下的系统级融合。有数据显示，安防行业

高清摄像头渗透率为30%左右，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将为安

防设备厂商带来成长的机会。大华股份主要产品为安防产品。

该公司近日透露，为进一步推进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公司

将顺应安防视频监控高清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新产品

的开发进度、扩大产品的生产能力。

银江股份为智能交通概念股。 去年11月11日公司与章丘

市政府签订“智慧章丘” 合作框架协议书，就章丘市创建“智

慧章丘” 城市建设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去年12月19日与莱西

市政府就创建“智慧莱西” 城市建设项目达成合作并签订协

议，莱西市政府拟投入5亿元用于“智慧莱西” 项目建设。 今

年3月5日，公司宣布在济南和青岛分别成立子公司，分别负

责章丘智慧城市和莱西智慧城市建设。此外，公司还宣布在重

庆和湖南长沙成立子公司，布局当地市场。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给城镇化道路指明了大方向。 分

析人士认为，规划的亮点在于强化城市群建设，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推动区

域一体化建设。 房地产行业仍有发展机会，但受供需关系的改变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逻辑影响，房地产业转型是大势所趋，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发生变化。 在当前经济增速

放缓的背景下，期待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以刺激经济并不切实际，投资者要看到房地产

业将步入转型周期。 此外，产业在区域间布局的优化是城镇化的影响之一，这将带来新需

求和新机遇。

以点带面做大城市群

分析人士认为， 新型城镇化十分重视城市群建设，

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并强调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区域经济

发展一体化的推动下，各具特色的城市群经济带有望加

快形成。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构

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

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城市群和节点城市为

依托、其他城镇化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 城镇化战略格局。

规划还提出， 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

功能，推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外转移，加强与周边城

镇基础设施连接和公共服务共享，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

1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

都市圈。

分析人士称， 新型城镇化要重点优化提升东部地区

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城市群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此

前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就提出，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

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

城市群， 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

其中，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将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

新的重要增长极。 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 随着西

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东部沿海地区产

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空间巨大。成渝、

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预计将加快发展，成为引领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在东部地区城市群的优化升级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

空间相对更大。 中信证券分析师陈聪认为，环北京区域是

国内极少数低起点、 大空间， 可能出现跨越式发展的区

域。 京津冀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群，而是形成了两个

孤立的大都市。 行政区域边界限制了公共资源的均衡配

置， 而功能中心的过分重叠使得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有

巨大的虹吸作用，却少有正辐射。 这种状况非但造成了环

北京区域发展相对缓慢， 也造成了北京本身承载能力已

接近极限。

三行业需求有望提升

新型城镇化强调走以人为核心的道路， 新兴城市群

的崛起必然需要新的产业支撑。 分析人士称，东部地区的

产业需要转型升级，中西部需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附属城市则要承接中心城市剥离出来的部分功能。

规划提出，沿海中心城市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

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层次， 延伸面向腹地的产业和服务

链，加快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 内陆中心城市要

加大开发开放力度， 健全以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提升要素集聚、科技创

新、高端服务能力，发挥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 区域重要

节点城市要完善城市功能， 壮大经济实力， 加强协作对

接，实现集约发展、联动发展、互补发展。

规划还提出，中西部城镇体系比较健全、城镇经济比

较发达、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重点开发区域，要

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转移， 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

转移的农民工，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和人口集聚，培育发展

若干新的城市群。

分析人士认为， 产业在区域间布局的优化是城镇化

的影响之一， 更重要的是带来新的需求并给相关产业带

来发展机遇， 新支柱产业对于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更为

关键。

申万分析师李慧勇表示，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带来

三大行业需求的提升，一是房地产业，二是环保、清洁能

源、路桥、公用事业、医院、学校等相关基础设施，三是金

融中介。 他认为，中国过去的城镇化可以归结为东部的城

镇化、大城市的城镇化、工业推动的城镇化、就业的城镇

化，是一种半拉子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市民化，

更加强调以人为本， 这使得新型城镇化本身集目的手段

过程于一体，是一种高成本的城镇化。

有分析人士指出，房地产的黄金十年不会再次重演，

不能将房地产业作为下一轮经济发展周期的支柱产业，

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需求转好和景气回升的预期

可能会落空。

绿色建材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实施绿色建筑行动计划，完善绿色

建筑标准及认证体系、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加快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大力发展绿色建材，强力推进建筑工业化。 长江证券认

为，目前建筑能耗已达全社会能源消耗量的32%。未来绿色建

筑将更多进入我们的视野，就建材行业而言，投资将从传统水

泥、玻璃转向轻质环保的绿色建材。

北新建材3月17日刚刚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

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21.2亿元用于石膏板、轻钢龙骨、结构性

钢骨等项目的建设。中投证券认为，石膏板原来大多运用在商

用住宅特别是写字楼，随着住宅地产的发展，石膏板替代传统

墙体材料的趋势有望延续。 结构钢骨是公司新型房屋业务的

关键部件，结构钢骨项目是新型建材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将进

一步完善公司产品体系并带动原有产品销售， 同时说明新型

房屋已成为继石膏板后的战略发展重点。

太空板业太空板产品符合绿色建筑产业化发展趋势，绿

色环保，从设计到安装一体化、生产过程流水线化，大幅提高

了工作效率。 此外，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产业化建筑

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今年1月6日太空板业与中联绿色高科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签署协议，决定共同组建北京恒元绿

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绿色建筑的咨询、设计、研究和开

发，太空板业持股95%。

嘉寓股份主营建筑节能门窗，以节能的断桥铝门窗为主。

就建筑能耗而言， 降低门窗能耗是降低建筑能耗的关键部位

所在。 有资料显示， 目前国内节能门窗只占到门窗使用量的

0.4%，而发达国家节能门窗的普及率已达100%，高档节能门

窗的比例占到67%。从宏观政策方向和行业空间看，节能门窗

未来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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