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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推进，交通基建及生

态环境或为重点建设内容 
■事项：根据澎湃新闻报道，2019 年 4 月 10 日，在由中宣部组织的“推

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表示，上海将全力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目前国家发

改委正在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上海正在与江苏、

浙江研究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方案。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政策密集出台推进或超预期：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主旨演讲中表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

战略，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在 2019 年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上中下游协同，加强

生态保护修复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经济带。应

勇市长在前述 4 月 10 日通报会上还表示，去年上海与苏浙皖三省共同

组建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了一批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和一批民生服务工程，推动共建 G60 科创走廊、长三

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等一批区域合作平台。在此前 2019 年 1 月 28 日的

上海市两会上，应勇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合力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上海将继续推进长三角基础设施、科技创

新、产业协同、生态环境、市场体系等合作项目建设。根据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下称“发展

规划”），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主要包括江浙沪皖的 26 个城市，安徽合肥

都市圈也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的范围已经从“两省一市”扩

展到目前的“三省一市”。 

 

■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仍存提升空间，交通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建设或

为重点领域：2018 年 7 月正式印发的《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下称“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0 年长三角

地区要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建成枢纽型、功能性、网络

化的基础设施体系。而前述“发展规划”则指出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

用，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构

建以铁路、高速公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主通道的综合交通体系，促进

信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我们认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区

域基础设施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判断主要建设领域存于交通基础设

施及生态环境建设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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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19 年 2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李小鹏部长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上，

交通运输部将推动推进沿江高铁的规划建设，优化和完善区域公路网

络，推进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等建设工作。 

1) 铁路：根据国家铁路局数据，当前长三角地区间铁路交通网密度差

异较大，为实现高效率互联互通，长三角地区 0.5-3 小时城际交通

圈有望迎来持续扩容。2019 年 1 月 9 日，《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

铁路建设规划（2019-2025 年）》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未来江苏将有

8 条铁路开工建设，期间将投资约 2180 亿元，新建省内城际铁路项

目约 980 公里。江苏此次获批的规划是近年来国家批复的地方区域

铁路规划中，实施项目最多、设计标准最高、投资规模最大的地方

铁路规划。根据规划，江苏将形成区域城际铁路主骨架，以及南京

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城际铁路网，构建南京至江苏省内设区市

1.5 小时、江苏省沿江地区内 1 小时、沿江地区中心城市与毗邻城

市 0.5-1 小时交通圈，基本实现对 20 万人口以上城市的覆盖。力争

尽早开工北沿江高铁，抓紧研究市域市郊铁路建设规划和实施方

案。据文汇报报道，2019 年 2 月 28 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及：2019 年长三角铁路建设全年计划投产新线

996 公里，其中高铁 757 公里，计划开工项目 4 个。 

2)   公路：根据 2018 年 10 月 31 日国办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 号），

提出在公路水运领域加快启动一批国家高速公路网待贯通路段项

目和对“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地方高速公路项目。

2018 年 6 月，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座谈会签署

《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三省一市围绕打通

省际断头路合作，就合作原则、合作内容、合作形式、以及合作机

制达成共识，明确打通省际断头路第一批 17 个重点建设项目。2018

年 11 月召开的长三角综合交通发展大会审议通过的《长三角综合

交通发展大会倡议书》指出，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最新规划通过

加强与上海、浙江、安徽和山东等周边省市规划协调衔接，新增南

京至滁州等 9 条共 356 公里的省际高速公路，省际高速公路通道增

至 42 条。 

3)   城市轨道交通：2018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同时批复了上海轨道交

通三期规划和杭州轨道交通三期的调整规划，共涉及 10 条新建城

市轨交线路，两地新增的投资项目金额预计将超过 3500 亿元。自

2018 年 6 月城市轨道交通批复重启以来，发改委已经陆续批复了包

括长春、苏州、重庆、济南、杭州、上海在内 6 个城市的交通规划

和相关调整规划，其中有三个城市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 

4)   机场：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中国民航局印发《全国民用运

输机场布局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新增机场 136 个，建成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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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三大世界级机场群。根据民航资源网

《2018 年中国 235 个机场吞吐量排名》显示，2018 年在全国 37 个

千万级以上机场中，长三角地区有上海浦东、上海虹桥、杭州萧山、

南京禄口、宁波栎社、温州龙湾、合肥新桥 7 个机场年吞吐量迈入

千万级行列。2018 年，上海浦东及虹桥两大机场完成年旅客吞吐量

1.18 亿人次，已逼设计年客运总量极值 1.2 亿人次；而根据 2018 年

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至 2035

年，上海航空枢纽设计年客运吞吐能力 1.8 亿人次左右，当前已存

在新增产能需求。同时根据第一财经报道，上述其余 5 个机场旅客

年吞吐量也处于较高增速，但相比发达国家或者国际大都市，长三

角航空业的发展还有距离。 

二、生态环境建设：根据前述“发展规划”要求，在长三角一体化建

设中，优化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必须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

臵，紧紧抓住治理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关键领域，带动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在治理污染、修复生态、建设宜居环境方

面走在全国前列，以生态保护提供发展新支撑。实施生态建设与修复

工程，深化大气、土壤和水污染跨区域联防联治，建立地区间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路径奠定了“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调，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可预见

生态环境建设将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工作内容。 

 

■投资建议：从沪深 A 股建筑企业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可能性及

受益程度来看，我们认为主要可从属地性和专业性两个维度进行考量：

1）属地性，主要市场立足于江浙沪皖、业务聚焦于当地发展的基建、

设计咨询、园林生态企业或将直接受益于自身所在区域的需求增量，

推荐上海建工、安徽水利、苏交科、中设集团、东珠生态、大千生态、

花王股份等企业；2）专业性，大型建筑央企在铁路、公路、房建、城

市轨交建设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推荐中国建筑、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中国交建等企业。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大幅波动风险，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推进不达

预期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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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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