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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其

主要内容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重要作用，着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力度，增加有效投资、优化经济结构、稳定总需求，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评论： 

一、专项债成为逆周期调节重要工具，允许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带来资金增量 

《通知》在五个方面做出了支持专项债融资工作。首先合理明确金融支持专项债券项目标准，着重强调对具有一定

收益的重大项目，可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融资，从而聚焦重点领域与重大项目，其中包含了我国主要区域发展

方向以及纳入十三五规划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建设，强调专项债项目的配套融资，以及在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上，

专项债可以作为资本金进行投入，最后仍强调了债务偿还责任。 

我们认为从 2018 年开始，地方新增专项债就成为了基建行业主要增量资金，截止 2019 年 6 月 10 日，地方专项债

8934.06 亿元，仍有 1.25 万亿专项债额度。从我们统计 2018 年 1.35 万亿募资资金用途来看，近 48%的资金用于土地

储备和棚改，假设 2019 年剩余资金中 30-50%资金用于基建投资，下半年仍有 3750-6250 亿专项债可用于基建投资，

若其中 30%的资金用于重大项目资本金，按照 1:4 的配到资金模式，下半年由专项债带动的基建投资保守估计为

0.83-1.38 万亿，占 2018 年广义基建投资的 4.6%-7.8%。 

二、精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铁路与公路有望成为主要受益领域 

《通知》明确了专项债资金需要聚焦重点领域与重大项目，领域方面重点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重大战略和乡村振

兴战略等；重大项目方面主要是纳入十三五规划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从我们梳理发改委批复的重大项目来看，2018

年共计批复 1.4 万亿，其中主要的方向为铁路与轻轨项目，分别为 6460 与 7044 亿元。从我们之前梳理的全国各省

十三五规划情况来看，公路是整体投资规划占比最高，均超过 35%，高速公路占比公路比重超过 40%。同时，专项

债明确支持具有一定收益的基建项目，而铁路和高速公路本身就是基建项目中收益较为明确的方向，且也是十三五

规划中投资的主要方向，故从项目端来看，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我们认为是很多的。 

三、保在建保增长，多渠道筹集重大项目资本金 

《通知》在第四部分强调了保证在建工程后续融资的重要性，从去年 2018 年 7 月提出基建补短板政策后，我们认为

经济稳增长的信号已经出现，而本次提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加确认了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性。基建投资虽然在

2018 年四季度至今已企稳回升，但整体增速仍低于国内 GDP 增长，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基建增速反弹对经济仍有

托底作用。而资金来源成为了主要基建发力关键点，本次通知不仅强调了重大项目资本金可以使用专项债资金，另

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统筹预算收入、上级转移支付、结转结余资金，以及按规定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渠道筹

集重大项目资本金。允许各地使用财政建设补助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鼓励将发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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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后腾出的财力用于重大项目资本金。重大项目资本金来源更多元，使更多重大项目快速落地。 

四、基建预期得到改善，重点关注低估值基建产业链白马 

建筑行业年初至今涨幅 0.87%，2019 年板块 PE（TTM）估值 10 倍，已接近历史低位。我们认为接下来基建作为逆

周期调节的主要工具，投资增速有望持续回升，基建产业链受益显著。重点关注产业链前端的设计龙头苏交科（20%+，

11 倍）以及中设集团（20%+，11 倍）以及国内低估值基建央企龙头中国建筑（10%+，5.7 倍）、中国铁建（15%+，

6.2 倍）、中国中铁（15%+，7.2 倍）、中国交建（10%+，7.9 倍）。 

 

图表 1  “十三五”各省不同交通领域投资规划占总投资规划比例 

省份 公路 铁路 城市轨交 机场 内河航道 油气管道 

江西 38.94% 51.39%   2.21% 7.46%   

广东 42.47% 46.58%   5.00% 4.11% 1.85% 

安徽 38.90% 38.18% 13.69% 1.44%     

重庆 57.17% 32.12%   3.21% 3.21%   

河南 42.71% 30.08% 22.56% 1.50% 1.35% 1.50% 

湖北   27.14%       2.86% 

河北 57.50% 26.67%   5.83%     

浙江 36.67% 24.75% 22.52% 2.28%   3.19% 

四川 46.60% 22.33% 20.39% 8.74% 1.94%   

贵州 69.74% 15.79% 8.68% 3.16% 2.63%   

福建   13.33% 14.67% 10.67%     

资料来源：各省《综合交通“十三五”规划》文件、华创证券 

图表 2  专项债已发行以及待发行余额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五、风险提示 

基建投资低于预期，基建资金来源低于预期，订单落地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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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组团队介绍 

组长、首席分析师：王彬鹏 

上海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4 年建筑工程研究经验，曾就职于招商证券，2019 年 5 月加入华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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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分析师声明 

每位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作以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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