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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大幅提升中国轨轨道交通海外市场拓展力度。 在“高铁外交”的持续攻势下，全球已有28个国家与中国洽谈引进高铁技术或合作开发。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高铁基建投资有望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目前全球已知规划的高铁项目超过5万公里，在建里程超过2万公里，年均投资超过1万亿元。 面对全球掀起的高铁建设潮，中国高铁产业链已将舶来技术融会贯通，在动车组国产化持续推进下，相较海外巨头具有多方面优势，并具备整车及系统输出能力。

海外市场高速发展的同时，国内高铁及城际线路建设有望迎来第二轮高潮，轨交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增长。

各国发展迥异中国异军突起

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铁路系统通常被认为是高铁。 全球首条高铁起源于日本。 1964年，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投入商业运营，最高时速210公里/小时，是世界上首条高速铁路。 新干线高速铁路列车由日本川崎重工制造。 欧洲国家紧随其后，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也纷纷建设高速铁路并投入运营。

自2004年起，中国通过对高铁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经历十年的发展，高铁通车、建设里程均达到世界第一，高铁技术也走在世界前列。 同时，高铁技术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随着高速铁路在全球的不断延伸，高速铁路技术也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日本（新干线）、法国（TGV）、德国（ICE）3个高铁技术原创国为代表的铁路技术。 中国、西班牙也形成了自己的高铁系统，成为全球高铁运营里程数排名前二的国家。 目前，拥有高铁建设能力的国家包括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中国。

截至2013年底，全球已通车运营高铁的国家有18个，通车里程达29750公里。 其中，中国通车里程数世界第一，为14955公里，占全球总通车里程的50%；西班牙通车里程数3100公里，为全球第二，欧洲第一。

全球已通高铁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西班牙、法国、德国等）、亚洲（中国、日本等），非洲、北美、拉丁美洲以及澳洲修建高铁的潜力巨大。

目前全球正在建设高铁的国家有15个，在建里程达27796公里。 其中，中国在建里程全球第一，为15890公里，占全球在建里程的57.16%。 由于海外不同国家工程建设条件、施工难度等不同，其在建高铁工期变化幅度也很大，通车年份主要集中在2015年、2020年、2030年前后。 中国高铁从开工到通车工期通常为4-6年，2014-2015年是中国在建高铁的一个通车高峰期。

伴随全球经济发展和复苏浪潮，高铁将进入新一轮基建潮。 高速铁路对于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已被认同，并能促进地区之间的交往和平衡发展。 同时，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基础建设瓶颈严重影响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 发达国家面临基础设施升级需求；新兴经济体的基础建设瓶颈开始严重影响其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低收入国家的基建不足也已严重制约其长期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一轮的基建潮可能就此开启。 有高铁规划的国家已遍布六大洲，全球正在编织一张联系紧密的高铁网。

目前全球规划高铁的国家增加到20个以上，规划里程超过5万公里。 但大部分尚处于规划前期，潜力巨大。 许多有高铁规划的国家只是做了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尚未开启实际开工计划；另外，由于高成本等因素，许多规划中的线路也延迟开工。 其中，中国规划中线路里程仍然占据世界第一位，为14233公里。 从全球范围来看，欧亚是规划高铁里程最多的地区，分别达到15384公里和25094公里。 中国参与或有意参与的国家近期项目总里程达到5448公里，投资额9364亿元。

世界基建潮推动高铁大发展

新一轮基建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是高铁。 发达国家的基建需求大部分是升级需求，比如铁路的老旧线路改造升级为高铁；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需求更加强劲。 且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进行基础建设赶超时，可以直接运用最新技术，高铁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基建的选择。

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如欧盟）通胀率维持低位。 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近几年经济增长率下滑，不但低于危机前，甚至低于危机后时期（2010-2011年）。

IMF认为，在经济不景气和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基建投资对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内通过促进总需求提高产出，在长期内通过增加总供给提高产出。 过去三十年，在全球经济体中（包括发达、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公共资本存量在产出中所占比例大幅下降，表明基础设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速铁路正在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 拥有强大铁路产业的欧洲、日本自不待言，就是在近百年来铁路运输遭受公路运输排挤最强烈的北美，大规模高速铁路建设也已开始启动，技术和装备“清洁化”、“智能化”成为北美轨道交通领域发展重点。

发达国家高铁需求的内在逻辑在于：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仍然缓慢。 发达国家在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老旧线路升级需求；高铁适用于人口密集区域，需要有稳定的客流，许多发达国家大城市间符合这个条件。

高铁系统对于重振美国经济，激活美国制造业意义重大。 高铁线路主要由城市连接链组成，与城市客运量、人口、GDP等关系紧密。 美国整体地广人稀，但人口主要集中在13个聚集区，其中聚集了超过70%的人口和GDP。 许多城市间适合修建高铁，如旧金山和洛杉矶，纽约和波士顿等。 如美国规划的东北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三大城市10英里经济圈人口总和达到1090万，25英里经济圈三城市人口总和达到2190万，高于许多高铁线路发达的欧洲地区。 在此背景下，2009年美国宣布了一项高速铁路建设长期计划，计划在未来数年内投资130亿美元加速美国高铁建设。

根据德国SCI的统计，美国对铁路设备和服务的年需求规模达到200亿美元左右，仅次于中国。 不过，目前很多高铁规划项目尚处于初期阶段，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但可以明确的是美国高速铁路需求具备充分的人口、经济、服务需求基础，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欧洲是全球高铁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现仍具发展潜力。 欧洲现有高铁通车国家13个，通车里程10811公里，在建高铁里程7691公里。 近年欧洲各国纷制定高铁计划，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均已相继发布了高铁计划，欧盟也牵头助推跨境铁路。 2011年，欧盟公布“2050新型交通运输战略”，宣布将建设连接各成员国的轨道线路，重点投资扩建高铁线路，修建跨境高铁的欧盟国家将得到欧盟基金资助。

对于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来说，现在进行基础建设投资正当时。 基础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当前实际利率保持低位，贷款成本较低。 且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进行基础建设赶超时，可以直接运用最新技术，高铁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基建的选择。 目前俄罗斯、巴西、阿根廷、越南、南非、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了高铁计划。

俄罗斯高铁项目落地渐进，喀山一期项目规划803公里，总投资规模约1500亿元，项目动车采购规模预计300亿-400亿元。 喀山段为一期试点项目，后续俄方仍规划三条高铁项目，有意建设高速铁路里程达5000公里，总投资规模可达9000亿-10000亿元。

泰国批准的两条高铁项目总长1392公里，计划投资1432亿元，单公里投资规模为1.028亿元/公里。 该项目由中国牵头，是中国高铁技术和标准的一次输出。

墨西哥高速铁路规划（HST）连接首都墨西哥城及国内各大城市，整个项目预计耗资2400亿比索，约合1530亿元人民币，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为项目一期工程（资料来源于Wikipedia）。

印度是拥有全球最大铁路网的国家之一，但目前没有高铁运营或在建。 印度政府表示有兴趣兴建4500公里长的高速铁路，时速超过200公里。 中国拟于印方合建“德里-钦奈高铁走廊”，里程1754公里，建设成本约合人民币2000亿元。

从设备出口到系统标准输出

在“一带一路”推进的背景下，中国计划建设泛亚高铁、中亚高铁、欧亚高铁、中俄加美高铁四条世界级的高铁线路。 这四条高铁线路长，跨越不同文化和不同地质条件的区域，投资大。

目前，世界具备整体出口高铁技术的国家屈指可数，只有日本、法国、德国等少数国家；中国高铁已具备实力。 参与的公司包括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以及中国的南北车。 日本仅出口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欧洲帮”除了出口到中国，大都在欧盟内部，高铁的全球化进程还处于发展初期。

从财务角度看，南北车合体跻身全球铁路设备大公司行列。 事实上，四大铁路设备公司业务较多，如西门子包含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医疗四大项业务，川崎重工包含船工、航空、油管等8项业务。 而南北车是纯粹的铁路设备公司，单从铁路设备业务比较，南北车已超过世界四大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车估值远低于国际巨头。 受益于业务多元化以及海外市场持续创新高的影响，海外轨交巨头估值水平稳定在15-20倍之间，均高于南北车目前估值。 反观南北车作为较纯粹的轨道交通装备公司，其业务增速均高于竞争对手。 同时，南北车受益于近年来国内轨交持续发展以及海外业务稳健增长，其市值规模位列二三位，仅低于西门子。 西门子作为全球化集团公司，其多元化业务为公司发展贡献了更多业绩。

近几年中国高铁飞速发展，实现了从“弥补”到“赶超”再到“引领”的华丽转身。 中国铁路产业“走出去”分为两个阶段：轨道交通装备出口，属于单纯的货物贸易；铁路系统的出口，不仅仅提供机车、车厢、信号系统等设备，而且铺设整条铁路，属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结合。

在轨道交通装备出口层次，中国已经积累了较长时间的成功经验，具备竞争优势且持续增强，出口品种包括机车（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客车、货车、动车组、地铁、各种配件等铁路产业几乎所有产品。

目前与中国洽谈高铁输出方案的国家高达23个，交易结算模式多样化成为重要特点。 在系统输出层次，中国正与二三十个国家洽谈高铁合作。 这些跨国高铁的建设由中方出资金和技术。 在此过程中，中方会与相关国家洽谈，用修建高铁来置换当地资源，比如中亚的天然气。

中国高铁建设造价只有海外同行的1/3到1/2。 与欧洲、日本同行相比，中国高铁及相关设备制造业的优势还体现在低成本和建设高效率。 国内高铁造价一般是1.5亿元/公里，德国法兰克福-科隆线约合3亿元 /公里，韩国2004年通车的高铁路基部分造价为2.5亿元/公里。

越南于2010年6月否决了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修建河内-胡志明市高铁线路方案，理由是造价高达560亿美元，超过越南国力承受限度。 如果采用中国技术，造价几乎只有新干线的一半。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2014年7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高铁的加权平均成本为：时速350公里项目为1.29亿元 /公里；时速250公里项目为0.87亿元/公里。

同时，中国高铁“建设+出口”经验丰富。 中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头号高铁大国，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 在一些国家，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已经占据了当地市场很大份额，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信誉。 中国铁路产业的系统和标准出口也已经取得了可观的业绩。

从单纯设备出口上升到铺设整条铁路，输出系统和标准。 作为一个兼具货物贸易出口大国和国际工程承包大国双重身份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拥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2010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22亿美元，新签合同额1344亿美元。 2011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034.2亿美元，同比增长12.2%；新签合同额1423.3亿美元，同比增长5.9%。 铁路系统出口能够将中国在制造业和工程承包两个行业的优势结合起来，铸造更为强大的竞争力，并赢得更高收益。 中国已经掌握高铁轨道工程建造技术、高速列车技术、列车控制技术、运营维护技术等大部分高铁核心技术，国产化率达到85%以上。

高铁项目从最初构想到最终通车运营历时长达几十年。 以京沪高铁为例，1990年12月铁道部完成“京沪高速铁路线路方案构想报告”，2008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2011年8月全线通车试运营。 海外项目现在大多处于规划及可行性研究期，未来1-3年开始大规模启动招标，首先利好站前土建施工企业及相关零部件企业。

目前中国可能参与的海外高铁项目投资总规模接近9800亿元。 根据施工节奏及投资占比可以分为：土建施工投资4717亿元；站后设备投资1080亿元；高速动车组需求1473亿元。

按照项目勘测和签约进度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和中国高铁在海外竞标的情况，中国可参与项目总投资约3650亿元。 根据施工节奏测算，近三年海外市场各细分领域投资规模为：土建施工投资1752亿元；站后设备投资401亿元；高速动车组需求548亿元。

在全球高铁规划热潮下，2014-2015年将迎来一批高铁破土开工，高铁产业链中站前施工企业及相关零部件企业受益弹性最大，预计2017-2020年通车，站后设备及车辆采购占投资主导。 参考中国高铁修建经验，高铁产业链中，站前及站后施工以及车辆投资占比分别为48%、11%、15%。

我国高铁出口模式分为传统模式和EPC模式。 前一种模式只是单纯的设备出口，后一种是标准输出。

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模式在我国铁路出口（非高速铁路）上也有先例。 2013年11月，中国路桥总承包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正式开工，这是国际上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现代化新型铁路。 蒙内铁路项目全长485.303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小时，计划建设工期为5年，合同额总计为38.04亿美元。 其中，线下土建部分合同额26.57亿美元，主要包括土方施工、桥涵施工，铺轨及站房建设等；线上部分合同额11.47亿美元，主要包括建设通信系统、信号系统、信息系统、电力系统、给排水系统，提供配套的机车和车厢及相应检测维护设备等。 该项目为EPC模式，完全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与规范。

国产化推进释放巨大市场空间

我国高铁经历了“以市场换技术”阶段，整车和零部件国产化都不断突破。 自从国外引进动车组技术以来，动车组技术与装备国产化进程持续进行，伴随2015年动车技术“统型”的要求，高速轮对、连接器及刹车片有望实现全面的国产化。 中国动车组国产化目标是在2015年做到国产化率75%。

零部件国产化方面，动车组实现全面国产化将主导轮对、连接器、刹车片等核心零部件行业发展。 目前中国CRH动车组配套的轮对、刹车片等均为进口厂商垄断，动车组连接器市场国外厂商也占据主要市场；而中国实现动车组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是必然趋势；国产化实现核心零部件的完全进口替代将释放巨大市场空间。 预计动车核心零部件国产化主要集中在高速轮对、连接器、刹车片等领域。

南北车的合并推进出口，也倒逼国产化进程加速。 南北车合并早已讨论多年，在轨交大规模进入海外市场前，南北车保持竞争有利于国内市场发展；随动车组海外签单启动及中国标准制定时间表的确认，共同协调南北车拓展海外市场将符合双方利益。 南北车合并有助于动车国产化和动车中国标准的制定，为出口奠定基础。

目前我国快速客运网建设临近收官期，动车组及相关零部件需求按照我国快速客运网的建设周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新投入运营的高铁、城际线路带来车辆需求；快速客运网逐步成型后客运需求上升带来新增运能需求，促进新车采购。

“四纵四横”国网主干线在“十二五”期间基本成型，2014年-2015年预计高铁通车里程（含城际）将达到11892公里，动车组需求预计将达到1600-1800标准列。 预计“十二五”末，国网干线动车保有量接近2200-2400标准列，高铁通车总里程接近1.8万公里（含既有线改造线路），动车保有量密度接近1.07辆/公里。

2014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多个铁路项目，包括兰州-合作、银川-西安、和顺-邢台等，总里程总计8314公里，其中高铁里程占20%，共1647公里。 投资总额达6974亿元，其中高铁投资额2151亿元，动车购置费85.4亿元。

“十二五”通车高峰期过后，我国动车组需求逻辑有望转向客运需求提升带来的新增运能上升和车辆采购。 按照现在的高铁在建和规划情况，“十三五”期间高铁通车总里程达6318公里，投资总额达8592亿元。 伴随已通车线路运营进入成熟期，客座率大幅提升有望带来运能需求的提升，届时车辆保有量密度有望进一步上升。

目前日本新干线保有量密度接近1.7辆/公里，我国由于地员辽阔，高铁骨干网络周边经济环境差异较大，乐观预计动车保有量密度有望提升至1.3-1.5辆/公里左右，部分线路如京津、京沪等有望提升至接近日本新干线水平。 预计“十三五”期间，新增线路及运能提升带来的动车需求在1300列左右。

相关上市公司方面，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已正式启动。 2013年两车收入共计1951.26亿元，净利润共计93亿元。 随着公司高毛利产品动车组订单规模不断上升，收入占比增加，公司产品结构得到改善，盈利能力增强。 永贵电器是国内领先的轨道交通车辆连接器制造商，市占率排名第一，产品涵盖客车、机车、城轨车辆以及动车组等细分行业的连接器市场。

康尼机电是轨道交通门系统研发、制造和销售的行业领先者，是国际著名车辆供应商庞巴迪公司、阿尔斯通公司、西门子公司合格供应商。 2013年营收10.41亿元，利润1.17亿元。

晋西车轴主要从事铁路车辆、车轴、轮对、转向架等产品的生产销售，并在精密锻造和非标制造等方面具备较强的技术和装备实力，并跻身全球铁路车轴专业化生产企业第一梯队。 2013年营业收入28.3亿元，净利润1.27亿元。

时代新材主要从事高分子减振降噪产品、高分子复合改性材料和特种涂料及新型绝缘材料的开发、生产。 公司已成为CRH6城际动车弹性元器件的独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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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推进释放巨大市场空间

我国高铁经历了“以市场换技

术” 阶段，整车和零部件国产化都

不断突破。 自从国外引进动车组技

术以来，动车组技术与装备国产化

进程持续进行，伴随2015年动车技

术“统型” 的要求，高速轮对、连接

器及刹车片有望实现全面的国产

化。 中国动车组国产化目标是在

2015年做到国产化率75%。

零部件国产化方面，动车组实

现全面国产化将主导轮对、连接器、

刹车片等核心零部件行业发展。 目

前中国CRH动车组配套的轮对、刹

车片等均为进口厂商垄断，动车组

连接器市场国外厂商也占据主要市

场；而中国实现动车组核心零部件

国产化是必然趋势；国产化实现核

心零部件的完全进口替代将释放巨

大市场空间。 预计动车核心零部件

国产化主要集中在高速轮对、连接

器、刹车片等领域。

南北车的合并推进出口，也倒

逼国产化进程加速。 南北车合并早

已讨论多年，在轨交大规模进入海

外市场前，南北车保持竞争有利于

国内市场发展；随动车组海外签单

启动及中国标准制定时间表的确

认， 共同协调南北车拓展海外市场

将符合双方利益。 南北车合并有助

于动车国产化和动车中国标准的制

定，为出口奠定基础。

目前我国快速客运网建设临

近收官期，动车组及相关零部件需

求按照我国快速客运网的建设周

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新投入运营

的高铁、 城际线路带来车辆需求；

快速客运网逐步成型后客运需求

上升带来新增运能需求，促进新车

采购。

“四纵四横” 国网主干线在

“十二五” 期间基本成型，2014年

-2015年预计高铁通车里程（含城

际）将达到11892公里，动车组需求

预计将达到1600-1800标准列。 预

计“十二五”末，国网干线动车保有

量接近2200-2400标准列，高铁通

车总里程接近1.8万公里 （含既有

线改造线路）， 动车保有量密度接

近1.07辆/公里。

2014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密

集批复多个铁路项目， 包括兰州-

合作、银川-西安、和顺-邢台等，总

里程总计8314公里，其中高铁里程

占20%，共1647公里。 投资总额达

6974亿元，其中高铁投资额2151亿

元，动车购置费85.4亿元。

“十二五” 通车高峰期过后，我

国动车组需求逻辑有望转向客运需

求提升带来的新增运能上升和车辆

采购。 按照现在的高铁在建和规划

情况，“十三五” 期间高铁通车总里

程达6318公里，投资总额达8592亿

元。 伴随已通车线路运营进入成熟

期， 客座率大幅提升有望带来运能

需求的提升， 届时车辆保有量密度

有望进一步上升。

目前日本新干线保有量密度接

近1.7辆/公里，我国由于地员辽阔，

高铁骨干网络周边经济环境差异较

大， 乐观预计动车保有量密度有望

提升至1.3-1.5辆/公里左右， 部分

线路如京津、 京沪等有望提升至接

近日本新干线水平。预计“十三五”

期间， 新增线路及运能提升带来的

动车需求在1300列左右。

相关上市公司方面， 中国南车

与中国北车合并已正式启动。 2013

年两车收入共计1951.26亿元，净利

润共计93亿元。 随着公司高毛利产

品动车组订单规模不断上升， 收入

占比增加，公司产品结构得到改善，

盈利能力增强。 永贵电器是国内领

先的轨道交通车辆连接器制造商，

市占率排名第一，产品涵盖客车、机

车、 城轨车辆以及动车组等细分行

业的连接器市场。

康尼机电是轨道交通门系统研

发、制造和销售的行业领先者，是国

际著名车辆供应商庞巴迪公司、阿

尔斯通公司、 西门子公司合格供应

商。 2013年营收10.41亿元， 利润

1.17亿元。

晋西车轴主要从事铁路车辆、

车轴、轮对、转向架等产品的生产销

售， 并在精密锻造和非标制造等方

面具备较强的技术和装备实力，并

跻身全球铁路车轴专业化生产企业

第一梯队。 2013年营业收入28.3亿

元，净利润1.27亿元。

时代新材主要从事高分子减振

降噪产品、 高分子复合改性材料和

特种涂料及新型绝缘材料的开发、

生产。 公司已成为CRH6城际动车

弹性元器件的独家供应商。

“一带一路”战略加速推进

高铁出海激浪环球大潮

□华创证券 李佳 何思源 鲁佩

“一带一路” 战略推进大幅提升中国轨道交通海外市场

拓展力度。在“高铁外交”的持续攻势下，全球已有28个国家

与中国洽谈引进高铁技术或合作开发。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

景下，高铁基建投资有望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目前全球已知规划的高铁项目超过5万公里， 在建里程

超过2万公里，年均投资超过1万亿元。 面对全球掀起的高铁

建设潮，中国高铁产业链已将舶来技术融会贯通，在动车组

国产化持续推进下，相较海外巨头具有多方面优势，并具备

整车及系统输出能力。

海外市场高速发展的同时，国内高铁及城际线路建设有

望迎来第二轮高潮，轨交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增长。

各国发展迥异中国异军突起

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铁路系统通常被认

为是高铁。 全球首条高铁起源于日本。 1964

年，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投入商业运营，最高

时速210公里/小时，是世界上首条高速铁路。

新干线高速铁路列车由日本川崎重工制造。

欧洲国家紧随其后，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等国家也纷纷建设高速铁路并投入运营。

自2004年起，中国通过对高铁技术“引

进、吸收、再创新” ，经历十年的发展，高铁通

车、建设里程均达到世界第一，高铁技术也走

在世界前列。同时，高铁技术得到越来越多国

家的认可。

随着高速铁路在全球的不断延伸，高速铁

路技术也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日本（新干

线）、法国（TGV）、德国（ICE）3个高铁技术

原创国为代表的铁路技术。 中国、西班牙也形

成了自己的高铁系统，成为全球高铁运营里程

数排名前二的国家。 目前，拥有高铁建设能力

的国家包括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中国。

截至2013年底，全球已通车运营高铁的

国家有18个，通车里程达29750公里。 其中，

中国通车里程数世界第一，为14955公里，占

全球总通车里程的50%； 西班牙通车里程数

3100公里，为全球第二，欧洲第一。

全球已通高铁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西

班牙、法国、德国等）、亚洲（中国、日本等），

非洲、北美、拉丁美洲以及澳洲修建高铁的潜

力巨大。

目前全球正在建设高铁的国家有15个，

在建里程达27796公里。 其中，中国在建里程

全球第一，为15890公里，占全球在建里程的

57.16%。 由于海外不同国家工程建设条件、

施工难度等不同， 其在建高铁工期变化幅度

也很大， 通车年份主要集中在2015年、2020

年、2030年前后。 中国高铁从开工到通车工

期通常为4-6年，2014-2015年是中国在建

高铁的一个通车高峰期。

伴随全球经济发展和复苏浪潮， 高铁将

进入新一轮基建潮。 高速铁路对于地区经济

的拉动作用已被认同， 并能促进地区之间的

交往和平衡发展。 同时，金融危机过后，全球

经济增速下滑， 基础建设瓶颈严重影响短期

和长期经济增长。 发达国家面临基础设施升

级需求； 新兴经济体的基础建设瓶颈开始严

重影响其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 低收入国家

的基建不足也已严重制约其长期发展。 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 新一轮的基建潮可能就此开

启。有高铁规划的国家已遍布六大洲，全球正

在编织一张联系紧密的高铁网。

目前全球规划高铁的国家增加到20个

以上，规划里程超过5万公里。 但大部分尚处

于规划前期，潜力巨大。许多有高铁规划的国

家只是做了前期的可行性研究， 尚未开启实

际开工计划；另外，由于高成本等因素，许多

规划中的线路也延迟开工。其中，中国规划中

线路里程仍然占据世界第一位， 为14233公

里。从全球范围来看，欧亚是规划高铁里程最

多的地区， 分别达到15384公里和25094公

里。 中国参与或有意参与的国家近期项目总

里程达到5448公里，投资额9364亿元。

世界基建潮推动高铁大发展

新一轮基建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是高

铁。发达国家的基建需求大部分是升级需求，

比如铁路的老旧线路改造升级为高铁； 发展

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需求更加强劲。 且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

在进行基础建设赶超时， 可以直接运用最新

技术， 高铁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

家基建的选择。

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

经济体（如欧盟）通胀率维持低位。对于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 近几年经济增长

率下滑，不但低于危机前，甚至低于危机后时

期（2010-2011年）。

IMF认为， 在经济不景气和货币政策宽

松时期，基建投资对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增

加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内通过促进总需求提

高产出，在长期内通过增加总供给提高产出。

过去三十年，在全球经济体中（包括发达、新

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公共资本存量在产出

中所占比例大幅下降， 表明基础设施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速铁路正在进入新

一轮快速发展期。 拥有强大铁路产业的欧洲、

日本自不待言，就是在近百年来铁路运输遭受

公路运输排挤最强烈的北美，大规模高速铁路

建设也已开始启动， 技术和装备“清洁化” 、

“智能化”成为北美轨道交通领域发展重点。

发达国家高铁需求的内在逻辑在于：金

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仍然缓慢。发达国

家在公路、 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相

当大的潜力；老旧线路升级需求；高铁适用于

人口密集区域，需要有稳定的客流，许多发达

国家大城市间符合这个条件。

高铁系统对于重振美国经济， 激活美国

制造业意义重大。高铁线路主要由城市连接链

组成，与城市客运量、人口、GDP等关系紧密。

美国整体地广人稀，但人口主要集中在13个聚

集区，其中聚集了超过70%的人口和GDP。 许

多城市间适合修建高铁， 如旧金山和洛杉矶，

纽约和波士顿等。 如美国规划的东北线：华盛

顿-纽约-波士顿，三大城市10英里经济圈人

口总和达到1090万，25英里经济圈三城市人

口总和达到2190万， 高于许多高铁线路发达

的欧洲地区。 在此背景下，2009年美国宣布了

一项高速铁路建设长期计划，计划在未来数年

内投资130亿美元加速美国高铁建设。

根据德国SCI的统计，美国对铁路设备和

服务的年需求规模达到200亿美元左右，仅次

于中国。不过，目前很多高铁规划项目尚处于

初期阶段，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但可以明确

的是美国高速铁路需求具备充分的人口、经

济、服务需求基础，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欧洲是全球高铁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现

仍具发展潜力。 欧洲现有高铁通车国家13个，

通车里程10811公里， 在建高铁里程7691公

里。 近年欧洲各国纷制定高铁计划，法国、西班

牙、德国等均已相继发布了高铁计划，欧盟也

牵头助推跨境铁路。 2011年，欧盟公布“2050

新型交通运输战略” ， 宣布将建设连接各成员

国的轨道线路，重点投资扩建高铁线路，修建

跨境高铁的欧盟国家将得到欧盟基金资助。

对于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来说，现

在进行基础建设投资正当时。 基础建设需要

大量资金，当前实际利率保持低位，贷款成本

较低。 且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进行基

础建设赶超时，可以直接运用最新技术，高铁

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基建的选

择。目前俄罗斯、巴西、阿根廷、越南、南非、摩

洛哥等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了高铁计划。

俄罗斯高铁项目落地渐进， 喀山一期项

目规划803公里，总投资规模约1500亿元，项

目动车采购规模预计300亿-400亿元。 喀山

段为一期试点项目， 后续俄方仍规划三条高

铁项目， 有意建设高速铁路里程达5000公

里，总投资规模可达9000亿-10000亿元。

泰国批准的两条高铁项目总长1392公

里，计划投资1432亿元，单公里投资规模为

1.028亿元/公里。该项目由中国牵头，是中国

高铁技术和标准的一次输出。

墨西哥高速铁路规划（HST）连接首都

墨西哥城及国内各大城市， 整个项目预计耗

资2400亿比索，约合1530亿元人民币，墨西

哥城至克雷塔罗为项目一期工程（资料来源

于Wikipedia）。

印度是拥有全球最大铁路网的国家之

一，但目前没有高铁运营或在建。印度政府表

示有兴趣兴建4500公里长的高速铁路，时速

超过200公里。 中国拟于印方合建“德里-钦

奈高铁走廊” ，里程1754公里，建设成本约合

人民币2000亿元。

从设备出口到系统标准输出

在“一带一路” 推进的背景下，

中国计划建设泛亚高铁、中亚高铁、

欧亚高铁、中俄加美高铁四条世界级

的高铁线路。 这四条高铁线路长，跨

越不同文化和不同地质条件的区域，

投资大。

目前， 世界具备整体出口高铁技

术的国家屈指可数，只有日本、法国、

德国等少数国家； 中国高铁已具备实

力。参与的公司包括法国阿尔斯通、德

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

工以及中国的南北车。 日本仅出口到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欧洲帮”除了

出口到中国，大都在欧盟内部，高铁的

全球化进程还处于发展初期。

从财务角度看，南北车合体跻身

全球铁路设备大公司行列。 事实上，

四大铁路设备公司业务较多，如西门

子包含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医疗四

大项业务，川崎重工包含船工、航空、

油管等8项业务。 而南北车是纯粹的

铁路设备公司，单从铁路设备业务比

较，南北车已超过世界四大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车估值远低

于国际巨头。受益于业务多元化以及

海外市场持续创新高的影响，海外轨

交巨头估值水平稳定在15-20倍之

间，均高于南北车目前估值。 反观南

北车作为较纯粹的轨道交通装备公

司，其业务增速均高于竞争对手。 同

时，南北车受益于近年来国内轨交持

续发展以及海外业务稳健增长，其市

值规模位列二三位， 仅低于西门子。

西门子作为全球化集团公司，其多元

化业务为公司发展贡献了更多业绩。

近几年中国高铁飞速发展，实现

了从“弥补” 到“赶超”再到“引领”

的华丽转身。 中国铁路产业 “走出

去” 分为两个阶段：轨道交通装备出

口，属于单纯的货物贸易；铁路系统

的出口，不仅仅提供机车、车厢、信号

系统等设备，而且铺设整条铁路，属

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结合。

在轨道交通装备出口层次，中国

已经积累了较长时间的成功经验，具

备竞争优势且持续增强，出口品种包

括机车（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客

车、货车、动车组、地铁、各种配件等

铁路产业几乎所有产品。

目前与中国洽谈高铁输出方案

的国家高达23个， 交易结算模式多

样化成为重要特点。 在系统输出层

次，中国正与二三十个国家洽谈高铁

合作。 这些跨国高铁的建设由中方

出资金和技术。 在此过程中，中方会

与相关国家洽谈，用修建高铁来置换

当地资源，比如中亚的天然气。

中国高铁建设造价只有海外同

行的1/3到1/2。 与欧洲、日本同行相

比，中国高铁及相关设备制造业的优

势还体现在低成本和建设高效率。

国内高铁造价一般是1.5亿元/公里，

德国法兰克福-科隆线约合3亿元/

公里， 韩国2004年通车的高铁路基

部分造价为2.5亿元/公里。

越南于2010年6月否决了采用

日本新干线技术修建河内-胡志明

市高铁线路方案， 理由是造价高达

560亿美元， 超过越南国力承受限

度。 如果采用中国技术，造价几乎只

有新干线的一半。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2014年

7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高铁的加

权平均成本为：时速350公里项目为

1.29亿元/公里；时速250公里项目为

0.87亿元/公里。

同时，中国高铁“建设+出口”

经验丰富。中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头

号高铁大国， 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

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

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 在一些

国家，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已经占据了

当地市场很大份额，建立了稳固的市

场信誉。中国铁路产业的系统和标准

出口也已经取得了可观的业绩。

从单纯设备出口上升到铺设整条

铁路，输出系统和标准。作为一个兼具

货物贸易出口大国和国际工程承包大

国双重身份的国家， 中国在这方面拥

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2010年，中国对

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22亿美元，

新签合同额1344亿美元。 2011年，我

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1034.2亿美元，同比增长12.2%；新签

合同额1423.3亿美元，同比增长5.9%。

铁路系统出口能够将中国在制造业

和工程承包两个行业的优势结合起

来，铸造更为强大的竞争力，并赢得

更高收益。 中国已经掌握高铁轨道工

程建造技术、高速列车技术、列车控

制技术、运营维护技术等大部分高铁

核心技术，国产化率达到85%以上。

高铁项目从最初构想到最终通

车运营历时长达几十年。以京沪高铁

为例，1990年12月铁道部完成“京沪

高速铁路线路方案构想报告” ，2008

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2011年8月全

线通车试运营。海外项目现在大多处

于规划及可行性研究期，未来1-3年

开始大规模启动招标，首先利好站前

土建施工企业及相关零部件企业。

目前中国可能参与的海外高铁

项目投资总规模接近9800亿元。 根

据施工节奏及投资占比可以分为：土

建施工投资4717亿元； 站后设备投

资1080亿元； 高速动车组需求1473

亿元。

按照项目勘测和签约进度以及

当前国际局势和中国高铁在海外竞

标的情况，中国可参与项目总投资约

3650亿元。 根据施工节奏测算，近三

年海外市场各细分领域投资规模为：

土建施工投资1752亿元； 站后设备

投资401亿元； 高速动车组需求548

亿元。

在 全 球 高 铁 规 划 热 潮 下 ，

2014-2015年将迎来一批高铁破土

开工，高铁产业链中站前施工企业及

相关零部件企业受益弹性最大，预计

2017-2020年通车，站后设备及车辆

采购占投资主导。 参考中国高铁修建

经验，高铁产业链中，站前及站后施

工以及车辆投资占比分别为48%、

11%、15%。

我国高铁出口模式分为传统模

式和EPC模式。前一种模式只是单纯

的设备出口，后一种是标准输出。

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

同）模式在我国铁路出口（非高速铁

路）上也有先例。 2013年11月，中国

路桥总承包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正式

开工，这是国际上第一条采用中国标

准建造的现代化新型铁路。 蒙-内铁

路项目全长485.303公里， 设计时速

120公里/小时，计划建设工期为5年，

合同额总计为38.04亿美元。 其中，线

下土建部分合同额26.57亿美元，主要

包括土方施工、桥涵施工，铺轨及站

房建设等；线上部分合同额11.47亿美

元，主要包括建设通信系统、信号系

统、信息系统、电力系统、给排水系

统，提供配套的机车和车厢及相应检

测维护设备等。 该项目为EPC模式，

完全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与规范。

资料来源：铁科院，华创证券整理

部分产业链上市公司情况

资料来源：

Wind

，华创证券整理

高铁产业链各环节投资占比

CFP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