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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增速延续改善，“逆周期”调节预期或升温
——关于 2019 年 1-4 月投资数据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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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1-4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房地产开发
投资数据。1-4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5,747 亿元，同增 6.1%；
房地产开发投资 34,217 亿元，同增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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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 1-4 月，广义基建累计投资 4.1 万亿，同增 3.0%，增速较 2019 年
1-3 月变动+0.1pct；狭义基建累计投资 3.5 万亿，同增 4.4%，增速与 1-3 月
持平。2019 年 1-4 月，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 0.5%/6.5%/1.1%，
较 1-3 月变动-0.2pct /0.0pct /+0.1pct。

行业与上证指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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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 1-4 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 1-3 月下降 2.1pcts 至 2.5%，
增速下降趋势延续，其中化学原料及制品投资增速较 1-3 月下降 5.8pcts 至
5.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投资增速较 1-3 月提升 5.4pcts 至-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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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增速改善趋势延续，布局板块
相对收益机会——关于 2019 年 1-3 月
固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点评
··································2019-04-17
Q1 社融超预期，基建板块配置价值凸显
——关于 2019 年 3 月新增社融数据点
评
··································2019-04-14
预判开年投资增速边际改善，布局基建
板块相对收益机会——建筑装饰行业跟
踪研究
··································2019-03-10

19 年 1-4 月，房地产投资增速较 1-3 月提升 0.1pct 至 11.9%。1-4 月房
屋新开工、竣工累计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为+13.1%、-10.3%，增速较 1-3 月分
别变动+1.2pcts/+0.5pct。
◆社融增速依旧处在高位，基数效应或使基建投资进一步提速
社融增速依旧处在高位。19 年 1-4 月，与基建相关新增社融规模 4.64 万
亿，同比+8,626 亿（1-3 月为+9,841 亿），增量较 1-3 月略有缩窄；1-4 月地
方政府债/城投债净融资额 12,898/4,819 亿，同比分别+7,684/1,836 亿（1-3
月为+8,747/+1,299 亿），增量地方政府债略有缩窄，城投债增幅明显。
基数效应或使基建投资进一步提速。我们判断 19 年 5 月起，基建投资同
比增长有望提速：1）低基数效应。18 年基建投资增速于 5 月起大幅放缓：18
年 5 月为广义基建投资自 12 年以来首次单月负增长；18 年 7 月狭义基建投资
单月增速转负。2）融资仍较好。18 年年中基建投资增速快速下滑主要受城投
融资收紧，地方政府发债意愿较低等诸多因素影响。现阶段虽然融资边际有收
紧，但仍好于去年同期。19 年 1-4 月新增社融累计增速 25%，而 18 年同期仅
为-13%。
◆基建逆周期调节属性凸显，布局板块相对收益机会：
需求不振，基建逆周期调节预期逐步升温。2019 年 1-4 月工业增加值累
计同比 6.2%，增速环比-0.3pct；汽车累计销量同比-12.1%，增速环比-0.8pct；
商品房销售累计面积同比-0.3%，增速环比+0.6pct；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
同比 8.0%，增速环比-0.3pct；进口/出口金额累计同比-2.5%/+0.2%，增速环
比分别变动+1.8 pcts/-1.1pcts。相较而言，基建投资增速边际向上有较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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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且不排除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逆周期”调节力度或增强。
年内建筑板块涨幅位列倒数第一，而建筑板块估值、基金持仓均处在历史底
部区间，建筑板块配置价值凸显，看好相对收益机会。维持建筑板块“买入”
评级。
建议关注区域建设景气，将受益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自贸新区扩容的
浦东建设、隧道股份、上海建工；估值低、业绩持续超预期，后续有望受益
国改、两材协作等催化的中材国际；估值有安全性，业绩拐点初现的建筑央
企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中冶、中国电建等。
◆风险提示：
固投增速大幅放缓，社融增速大幅放缓，政策基调大幅调整

图 1：2019 年内分行业收益率

资料来源：Wind

图 2：建筑板块基金持仓情况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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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建筑板块相较于沪深 300 历史估值（PB）

资料来源：Wind

图 4：广义/狭义基建累计投资增速

图 5：基建投资分行业累计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6：基建投资细分领域累计增速（%）

图 7：新增社融累计同比增速与广义/狭义基建累计同比
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0757257/36139/20190516 13:36

-3-

证券研究报告

2019-05-15

建筑和工程

图 8：广义/狭义基建单月增速

图 9：基建投资分行业单月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0：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

图 11：制造业细分领域累计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2：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

图 13：房屋新开工、竣工面积累计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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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买入
增持
中性
减持
卖出

说明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
无评级
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A 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
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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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
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负责准备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人员在
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任何关于发行商或证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研究人员的个人观点。研究人员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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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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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