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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系列报告一：详解资金来源及研究框

架探讨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基建是政府把控性最强的投资领域，也是“稳增长”之利器，同时又是影响建

筑板块业绩和估值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本篇报告通过详细拆解基建资金来源，

来探讨基建投资增速波动的内在逻辑，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基建研究框架。 

 基建增速快速下行，并非项目需求短缺，而是资金到位放缓所致。2018H1 固

投增速创近年来新低，其中基建投资同增 7.3%，环比回落 2.1 个 pp，是投资下

行的主要因素。然而这并非项目需求短缺造成，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20%以上

城镇化率的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更新改造等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基建需

求，基建项目的资金到位放缓是主要原因。基建资金来源于预算内资金、国内

贷款、自筹资金、其他资金及利用外资，其中 2016 年自筹资金（占 60%）、预

算内资金（占 16%）和国内贷款（占 16%）合计占比达 92%，是基建资金的主

要来源。2018H1 国内贷款、地方政府专项债、非标中的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分

别同比下降 5.30%、67.05%、62.52%和 233.73%，是资金放缓的主要原因。 

 资金来源拆解分析，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回暖。从国家预算内资金看，主要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基建的部分以及财政预算内的政府一般债券，上半年

中央财政支出提速，但地方下降；从国内贷款看，受资管新规和信用紧缩影响，

下滑明显；从自筹资金角度看，包括政府基金性支出（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

转让支出剔除相关拆迁补偿后的支出）、财政外债券（专项债、铁道债、城投债）、

非标融资、PPP 融资和其他，其中非标融资和专项债下滑明显；利用外资和其

他资金占比不高，范围较广。随着财政政策更为积极、信贷环境改善，PPP 项

目清库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有望回暖，全年增速预计达

到 9%。 

 上下游数据与基建关系：看似“背离”，实则“并不矛盾”。2018 年上半年基建

投资增速下滑，但全社会用电增速保持较高水平，水泥产量降幅也在收窄，挖

掘机销量继续大增，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1）口径差异，基建投资不含农

户，而水泥、挖掘机等是全社会口径，包含农村投资，随着扶贫工作的持续推

进，农村投资预计增长较快；2）工业需求、房地产投资仍不错，叠加挖掘机等

设备更新需求，这也会造成上下游数据差异。 

 央企订单与基建增速双双放缓：内在逻辑不同。2018H1 大部分央企新签订单增

速下滑，中国建筑、中国电建、中国交建、中国中铁新签订单增速分别为 1.60%、

-4.99%、1.68%、13%，相比 2018Q1 增速下滑明显，与基建投资增速几乎同

步，但前者主要原因是受到 PPP 规范和央企去杠杆影响，而后者主要是在施工

项目的资金到位放缓所致。 

 基建政策预期持续改善，基建有望再扛稳增长重任。从央行窗口指导信用债投

资，到 7 月 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到 7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阶段

性的政策宽松趋势明显。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消费略显疲态，我们认为刺

激基建稳定经济增长大概率成为阶段性的政策方向，基建有望再度成为“稳增

长”的主要工具。但我们认为政策并非“全面宽松”，未来大概率是重点区域和

重点领域的政策发力。从政策受益顺序上看，在建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已经纳

入计划中但仍未落地的项目资金需求有望率先得到改善的，有利于重大项目工

程的主要承接者—建筑央企；其次非标监管尺度放宽，信贷环境改善，融资平

台资金状况也有望率先受益；从区域上看，中央财政拨款占比相对较高的中西

部基建有望率先受益，基于上述逻辑，我们建议关注铁路建设龙头中国铁建、

中国中铁；基建施工龙头中国交建和设计龙头苏交科；以及西部基建四川路桥。 

 风险提示。政策预期波动风险、政策落地不及预期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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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1-6 月份增速创出新低，其中制造业投资

增速回升，房地产投资增速平稳并保持较高水平，但基建投资增速明显下滑，是拖累整

体固投增速的主要原因。同时基建投资又是影响建筑板块业绩和估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通过拆解资金来源的方式，来探讨基建投资增速下滑的内在逻辑，并以此为基

础来讨论基建研究框架。 

当前基建投资增速快速下滑并非需求短缺，而是工程进度放缓所致，而资金约束又

是主要原因。从长期需求空间角度看，2017 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达 58%，离发达国家

80%的城镇化率仍有一定的差距，基建需求依然较大。但之所以基建增速快速下滑，主

要是资金到位放缓。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主要受地方政府发债减少、非标转标，PPP 规

范等影响。 

上下游数据印证基建的结构性变化。电力、水泥、挖掘机等表现回暖，市场认为和

基建投资数据有所背离，产生自相矛盾，而其实是因为统计口径以及涵盖内容等原因，

数据之间看似“背离”，内在却并不“矛盾”，并能印证投资的结构性变化。2018 年 5、

6 月建筑央企新签订单增速出现下滑，主要原因是 PPP 规范及央企降杠杆，PPP 订单

受到一定影响，随着 PPP 规范取得阶段性成果，订单增速预计有所回升。 

政策是影响基建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资管新规配套细则落地、稳投资政策落地，

我们认为下半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发行预计有所加快，在信用紧缩的背景下，城投债发行

预计仍较为紧张；非标萎缩是趋势，但监管尺度放松，非标融资有望出现边际改善；而

在 PPP 规范取得阶段成果后，PPP 资金预计能有所改善。 

图1 本篇报告逻辑图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2. 基建投资增速快速下滑拖累固投，资金是主要原因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构成，2017

年这三个领域占固投比重分别为 27.40%、30.65%和 22.12%。2018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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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继续下行，上半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29.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00%，累计增速继续

创出新低，较 1-5 月增速回落 0.10 个 pp。从三大构成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回落主要是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滑所致。2018 年 1-6 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长 6.8%，比 1-5 月份加

快 1.6 个 pp；房地产投资增长 9.7%，比 1-5 月份小幅回落 0.5 个 pp；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不包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3%，回落 2.1 个 pp。 

图2 2017 年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投资合计占固投约 80%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 2018H1 固投累计增长 6.00%，增速继续回落 0.10 个 pp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 1-6 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长 6.8%，增速提升 1.6 个 pp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 1-6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9.7%，增速降 0.5 个 pp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6 1-6 月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包含电力等）增长 7.3%，回落 2.10 个 pp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口径还原后，2018 年 1-6 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 3.31%，增速持续下降 1.71

个 pp。统计局每月公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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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但是由于统计局没

有公布 2018 年 1-6 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分项构成的绝对值，仅给出相应的同比增速，

因此，我们根据去年同期的数据及今年的同比增速估算出绝对量（由于会有季节调整，

最后的实际数值和估算的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从而计算出和 2018 年前统一口径的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速，2018 年 1-6 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 3.31%，较 1-5

月份增速下降 1.71 个 pp。通过分项可以看出，1-6 月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投资下降 10.30%，降幅收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6.30%，增速继续

下降 1.20 个 pp；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6.30%，增速继续下降 2.9 个

pp。 

图7 口径还原后，2018 年 1-6 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3.31%，增速持续下降 1.71 个 pp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短期基建下滑并非需求短缺，而是资金到位放缓影响了工程进度。长期来看，基建

投资仍大有可为，2017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58.52%，和发达国家 80%以上的城镇化率水

平仍有一定的差距。 

图8 我国城镇化率持续提升，2017 年达 58.52%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9 我国与发达国家 80%以上的城镇化率仍有不小差距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短期来看，工程进度受到影响，基建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是受到资金到位放缓影响，

我们从资金来源的角度对基建投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不过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基建

投资口径是城镇，不包含农村，基建投资完成额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业组

织的项目投资，所以两者会有一定的偏差，2004-2014 年，两者很接近，偏差在 1000

亿以内，2015 年开始，偏差开始扩大，2015 年偏差为 4411 亿元，2016 年偏差扩大至

1.57 万亿元，偏差率 10%左右，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新农村建设加快，扶贫力度加大，

农村建设投资增加（由于没法获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但从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支出可以获得一定的验证，农村基础设施贷款新增额在 2015、2016 年增加较快）。

虽然两者具有一定偏差，但通过基建资金来源分析依然具有很强的参考性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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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15 年开始基建投资完成额和资金来源额偏差扩大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1 2015 年开始农村基建投资新增贷款明显增加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3. 详解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自筹资金是重要变量 

基建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利用外资、其它资

金等，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比稳定提升，由 2004 年 10%提升到 2016 年的 16%，国

内贷款占比由 2004 年的 35%下降至 2016 年的 16%，自筹资金占比提升较多，由 2004

年的 46%提升至 2016 年 60%，占比最大，利用外资比例较小，其他资金占比保持稳定，

保持在 7%-8%左右。 

图12 自筹资金占比最大，且提升较多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3 2016 年自筹资金占比达 60%，国内贷款占比 16%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3.1 国家预算内资金：中央财政支出提速，地方下降，下半年发债有望加

速 

国家预算内资金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

保基金预算，我们把政府性基金预算放在自筹资金里分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主要

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对国有资本实行存量调整和增量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与基

建投资相关支出较少，社保基金预算支出主要用于社保相关领域，和基建领域相关性较

小，所以我们主要分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基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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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基建国家预算资金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趋势较一致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5 基建国家预算资金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稳定 13%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增速不断下降，1-6 月累计增速为 7.84%，较 1-5 月

份增速下降 0.30 个 p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虽有下滑，但幅度明显小于支出下降幅

度，而且和历史同期比较，收入增速绝对值也处于高位水平，一般预算收-支增速差值仍

较大。 

图1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增速差值仍较大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下降，从支出方向上看，中央本级支出增速在不断提升，地

方支出增速在不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发行额明显减少，净融资额明显

减少。1-6 月份地方财政支出增速在下降，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债发行额较

去年同期明显减少，而且发债主要用于臵换债券，新增债券额很小，2018 年 1-6 月份累

计发行地方政府债 1.41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0436 亿元，专项债券 3673 亿元，按用

途分，臵换债券 10780 亿元，新增债券 3329 亿元；而 2017 年 1-6 月份累计发行地方

政府债 1.86 万亿元，新增债券 5506 亿元。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债发行额减少与资本市场

有关，接连的债务违约爆发使得资本市场对于债券相对谨慎，且对主体要求变得苛刻，

利率成本较高也会影响债券的发行。此外，发行的政府债券大量用于臵换或再融资债券，

新增债券很少。 

我们预计下半年地方政府发债将加快，2018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 2.18 万亿元，

较 2017 年 1.63 万亿元增长 33.74%，其中一般债限额仍为 8300 亿元，专项债限额由

8000 亿元增长到 1.35 万亿元。2018 年上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 3329 亿元，低于 2017

年上半年的 5506 亿元，其中 2018 年上半年新增一般债 3226 亿元，新增专项债 432 亿

元。随着 5 月出台《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地方政府发债明

显加快，6 月新增债券 3487 亿元，而 2017 年 6 月新增 3490 亿元，几乎持平，我们预

计下半年该趋势有望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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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上半年中央财政支出增速提升，地方财政支出增速回落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8 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均有所回落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9 2018H1 地方政府债发行同比减少，净融资额明显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0 发行的地方政府债主要用于臵换债券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考虑到国常会及政治局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积极，我们预计地方政府一般债发行

将提速，下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也将提速，上半年支出增速为 7.84%，全年我们

预计能达到 10%的增速。我们假设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年增速 10%（上半年为

10.63%），18 年国债（17 年 1.47 万亿元）和地方政府一般债（17 年 8300 亿元）新增

额和 17 年相同，再加上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17 年为 1 万亿元），18 年全年支出增速

可达 10%。 

3.2 国内贷款：受资管新规及信用紧缩影响有所下滑，下半年有望改善 

国内贷款主要指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单位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用于固定资产

投资的各种国内借款，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及吸收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主管部门拨

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包括煤代油贷款、劳改煤矿专项贷款等），地方财政专项

资金安排的贷款、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用于基建投资的国内贷款和固投国内贷

款息息相关，2013 年开始占比稳定在 31%-3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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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13 年开始用于基建投资的国内贷款占固投国内贷款比例稳定在 31%-32%左右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18Q1 固投贷款下降，基建贷款增速预计也有所下滑。2018 年一季度固投国内贷款

累计同比下降 5.30%，我们认为主要由于 PPP 规范、地方政府债务控制、资管新规及

信用紧缩下，银行处于谨慎状态，放贷放缓，基建投资国内贷款预计也出现明显下滑。

而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长 15.17%，增速继续提升，我们认为偏差主要原因在于随着

银行表外资金回归表内，表内需求增加，此外，新增人民币贷款中居民房贷需求依然旺

盛。我们认为 PPP 项目规范已有阶段性成果，项目大面积清理预计将告一段落，但会保

持动态调整，基建贷款增速预计有所回升；长期来看，去杠杆仍在继续，M2 增速预计

不会有明显提升，贷款增速难以再保持以前高增速。 

图22 2018 年一季度固投国内贷款累计同比下降 5.30%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3 2018 年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长 15.17%，增速提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7 月 23 日召开的国常会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

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将降准资金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市场化债转股。7 月 31 日召开的政

治局会议提出，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8 月 3 日召开的金融委第

二次会议提出，把好货币总闸门的前提下，要在信贷考核和内部激励上下更大功夫，增

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货币政策有所转向，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松紧适度，我们认为下半年信贷将有所改善，预计全年固投国内贷款增速为-3%。 

 

3.3 自筹资金：分化严重，非标融资影响较大 

统计局将自筹资金定义为由各企、事业单位筹集用于基建投资的资金，包括各类企

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和从其他单位筹集的用于基建投资的资金，但不包括各类财政性资

金、从各类金融机构借入资金和国外资金。具体分项来看，主要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

债券类（专项建设债+城投债+铁道债等）、非标类（信托+委托贷款等）、PPP、其他筹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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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支出高增长，下半年预计有所放缓 

政府性基金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基本持平，2012-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占收

入比重保持在 95%-101%，基本是以收定支。2018 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31237

亿元，同比增长 36%，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为 28130 亿元，同比增长 37.28%。 

图24 政府性基金支出基本和收入持平，支出占收入比重在 95%以上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5 2018H1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36%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6 2018H1 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长 37.28%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测算政府性基金支出中用于基建投资的比例，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占全国政府

性基金支出比例为 5%-7%，比例较小，其中用于基建投资的比例约在 40%-55%，地方

政府性基金支出占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比例约为 93%-95%，占比较大，其中除用于征

地拆迁补偿、补助被征地农民、土地出让前期开发等，剩余的大部分用于基建支出，2015

年征地拆迁补偿、补助被征地农民、土地出让前期开发支出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比例

为 68%，基建支出的比例约在 30%左右。因此，我们粗略估算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中

用于基建支出的比例约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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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政府性基金支出占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比重约为 93%-95%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8 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中基建支出占比约为 40%-55%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9 2015 年征地拆迁补偿、补助、前期开发支出占地方政府

性基金支出比例为 68%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政府性基金以收定支，我们从收入角度看，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地方政府基金收入贡

献绝大部分，2017 年贡献占比达 94%，而地方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贡献了大部分

地方政府基金收入，所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贡献了大部分的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2017 年贡献比例达 84.70%。 

图30 2017 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比达 9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1 近两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基金性收入比重近 90%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018 年上半年地方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 26941 亿元，同比增长 39.57%，考虑到

PSL 退出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造成一定影响，我们认为下半年土地出让收入增速将

会下降，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支出增速相应保持较高水平，2018 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增速为 37.28%，我们预计全年增速将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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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2018 上半年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增长，增速达 39.57%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3.3.2 财政外债券：上半年债券累计发行额有所增加，但全年不容乐观 

自筹资金中的债券主要是财政外债券，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改委专项建设

债、城投债、铁道债等。 

1、地方政府专项债：2017 年上半年累计发行 7488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1311 亿元，

2018 年上半年累计发行 3821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432 亿元，发行额和新增额较 2017

年同期均有所下降。2018 年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度为 13500 亿元，较去年增加 5500 亿元，

7 月 23 日召开的国常会上，提出加快今年 1.35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

度，我们预计下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将加快。 

图33 2018 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 432 亿元，较 17 年同期 1311 亿元明显减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发改委专项建设债：2018 年上半年发改委专项建设债累计发行 201.80 亿元，

全年规模预计相比去年有所下降。发改委专项债仍是企业专项债品种，举债主体为平台

公司或企业，2018 年上半年累计发行 201.80 亿元，2017 年上半年累计发行 159.90 亿

元，发行有所增加，不过由于接连爆发企业债券违约，资金愈加谨慎，发行利率上升，

债券发行难度较大，2018 年 6 月发行额仅为 0 亿元，2018 年发债规模预计将有所下降，

我们预计全年发债规模为 1000 亿元（2017 年发债 100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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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18H1 发改委专项建设债发行 201.80 亿元，有所增加，但 5-6 月份发行明显下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3、铁道债： 2018 年上半年发行 1800 亿元，全年预计发行 2750 亿元。铁道债全

称为中国铁路建设债券，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发行，筹集资金主要用途为铁

路建设项目及机车车辆购臵。铁道债券发行较为稳定，每年净融资额也较为接近，2014

年到 2017 年，年净融资额约在 1300-1700 亿元之间，2018 年上半年累计发行 1800 亿

元，较 2017 年同期增加 400 亿元，但考虑到下半年偿还额增加，假设全年净融资额和

2017 年相差不多，以 1500 亿元的净融资额推算（2018 年偿还额为 1250 亿元），我们

预计 2018 年全年发行铁道债券为 2750 亿元（2017 年发行额为 2600 亿元）。 

图35 铁道债发行稳定，我们预计 2018 年全年发行 2750 亿元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4、城投债：2018 年 6 月份城投发债遇冷，净融资额大幅下降，全年净融资不容乐

观。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是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公开发行企业债和中

期票据，其主业多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2018 年上半年城投债发行 11133

亿元，偿还量 8917 亿元，净融资额为 2216 亿元，2017 年上半年发行 7118.47 亿元，

偿还 6545.61 亿元，净融资额为 572.86 亿元，但是我们发现 2018 年 6 月份城投债发行

明显下滑，我们认为主要因为 5 月份以来债务违约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城投平台信

用资质要求更高，导致城投债发行困难，考虑到城投债到期偿还情况，2018 年 5-6 月份

城投债净融资额下降明显，下半年还有 7200 多亿元城投债到期，城投平台资金紧张，

净融资不容乐观，我们预计 2018 年全年城投债新增额为 3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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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2018 年 6 月份城投债发行有所下降，净融资额大幅减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3.3.3 非标融资：资管新规下信托和委托贷款明显下降，全年预计继续萎缩 

非标类主要包括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等： 

1、信托贷款：信托资金投向基础产业额中大部分投向基建领域。信托贷款投向主

要包括基础产业、房地产、证券市场、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其他，其中 2018 年一季

度，投向基础产业占比为 14.40%。基础产业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

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包括基础工

业和基础设施两部分，其中大部分是投向基础设施，2018 年一季度占比达 89.04%。 

图37 2018 年一季度，信托贷款投向基础产业占比为 14.40%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8 信托资金投向基础产业额中 90%左右投向基建领域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受非标监管政策及去通道影响，新增信托贷款额明显下降，其中投向基础产业的贷

款额也明显减少，2018 年一季度投向基础产业新增信托项目额为 1229.33 亿元，同比

大幅下降 62.51%。随着监管趋严，新增信托贷款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基建领域信托贷

款也将受到明显影响。我们预计 2018 年全年新增信托贷款额同比下降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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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2018Q1 新增信托投向基础产业的贷款额明显减少，大幅下降 62.51%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是指信托机构按委托人指定要求所发放的贷款。这种贷款

的资金来源是特约信托存款，贷款的对象、数量和用途均由委托人决定，信托机构只负

责办理贷款的审查发放、监督使用、到期收回和计收利息等事项，不负盈亏责任。 

2018 年上半年新增委托贷款持续为负，基建委托贷款预计明显减少。2018 年 1 月

5 日，银监会印发了《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开展委托贷款业务相关

事项进行了明确且具有针对性的规定，委托贷款也受到明显约束，2018 年 1-6 月份单月

新增委托贷款持续为负，2018 年上半年，新增委托贷款累计为-8008 亿元，相比 2017

年同期 5988 亿元下降明显，参考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的《基建投资增速放缓

背景下的商业银行信贷策略》的假设，委托贷款投向基建的比重为 20%左右，因此我们

测算，2018 年上半年，投入基建领域的委托贷款资金较 2017 年同期减少接近 3000 亿

元。虽然资管新规细则出台，银行公募理财可以投非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非标下降

的速度，但在监管新规下，非标转标是趋势，新增委托贷款额将继续减少，我们预计 2018

年全年新增委托贷款额为-15000 亿元。 

图40 2018 年上半年新增委托贷款持续为负，基建委托贷款预计明显减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3.3.4 PPP 融资：下半年 PPP 落地投资预计有所好转 

2017 年财政部相继出台了 50 号文、87 号文、92 号文等 PPP 规范政策，财政部

PPP 项目库进行清理，地方 PPP 项目整顿等一系列事件发生，PPP 项目告别了粗放发

展，步入了“规范发展”的时代，由“量”向“质”转变。我们通过明树数据发现，2018 年 2

月份开始，单月 PPP 项目成交额增速下降，4 月份开始实现负增长，6 月份月成交额仅

为 1681.1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64.75%，2018 上半年，累计成交 PPP 项目额 16437.4

亿元，同比下降 8.21%。 

我们假设项目按 3 年工期（项目正常进度是 3:5:2）计算，但由于 2017 年受 PPP

项目清理影响，2017 年当年项目进度预计为 20%，2017 年项目在 2018 年的进度预计

为 40%，2018 年当年项目进度预计为 10%，我们预计 2017、2018 年 PPP 项目实际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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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投资额分别为 26485 和 30941 亿元，其中投向基建的比例约为 80%，所以基建项目

落地额分别为 21188 和 24753 亿元。我们认为，随着 PPP 项目清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银行放贷预计会有所好转，PPP 项目落地资金到位将有所改善，但由于中央严控地方政

府债务水平，严守“10%财政红线”，PPP 未来发展速度预计将放缓。 

图41 18 年 2 月份 PPP 项目成交额增速下降，4 月份起负增长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2 2018 年上半年 PPP 项目成交额同比下降 8.21%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注：截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 

 

 

表 1  PPP 项目成交额及实际落地投资额测算  

 
PPP 项目成交额（亿元） PPP 项目落地投资额（亿元） 基建 PPP 项目落地投资额（亿元） 

2016 33359 
 

 

2017 49029 26485 21188 

2018E 46578 30941 24753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海通证券研究所。注：2018H1PPP 项目成交额下降 8.21%，下半年预计能有所回升，我们预计 2018 年全年增速为-5%，基建项目占比 80%，

2015 年 PPP 项目成交极少，影响很小，且未有公开数据，故未考虑在内 

 

3.3.5 其他自筹资金预计保持一定增长 

自筹资金中，除上述那些外，还包括其他方面资金，但由于来源广泛且较难统计，

我们归类为其他自筹资金。2017H1 为 10800 亿元， 2018H1 为 11538 亿元。我们假设

2018 年其他自筹资金保持与整体基建同样 9%的增速，总额为 30276 亿元。 

3.4 利用外资和其他资金：预计保持一定幅度增长 

其他资金来源广泛且科目繁杂难以统计，占整体资金比例约为 8%，2017 年其他资

金为 13060 亿元，我们假设 2018 年其他资金较 2017 年增长约 9%，2018 年其他资金

额为 14235 亿元。利用外资历年规模在 200-300 亿元左右，我们假设 2017 年为 200 亿

元，2018 年增长 9%，规模为 218 亿元。 

综上，通过资金来源角度，我们测算 2018 年基建投资（城镇口径）较 2017 年增长

4.26%，由于统计局公布的基建投资（城镇+农村非农户）和基建投资（城镇口径）有一

定的偏差，2016 年约为 10%，2017 年我们假设仍为 10%，2018 年考虑到乡村振兴，

扶贫政策大力推行，农村投资预计将快速增长，偏差值将扩大，我们假设为 15%，所以

2018 年基建投资（城镇+农村非农户）较 2017 年增长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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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建投资分项资金统计 

分项 17H1 18H1 同比增速 2017 2018E 同比增速 

预算内资金 13453 14507 7.84% 26433 29076 10.00% 

国内贷款 11110 10522 -5.30% 22727 22045 -3.00% 

自筹资金 

政府性基金支出 6147 8439 37.28% 18210 22763 25.00% 

地方政府专项债 1311 432 -67.05% 8000 13500 68.75% 

城投债 580 2177 275.56% 5549 3000 -45.94% 

发改委专项债 160 202 26.20% 1007 1000 -0.70% 

铁道债 1400 1800 28.57% 2600 2750 5.77% 

信托贷款 5260 1972 -62.52% 9046 3437 -62.00% 

委托贷款 1198 -1602 -233.73% 1554 -3000 -293.05% 

PPP 10594 12377 16.82% 21188 24753 16.82% 

其他自筹资金 10800 11538 6.83% 27776 30276 9.00% 

其他资金 5622 5654 0.56% 13060 14235 9.00% 

利用外资 100 101 0.56% 200 218 9.00% 

基建投资(城镇口径） 67735 68117 0.56% 157350 164054 4.26% 

基建投资（城镇+农村非农户口径） 74509 76972 3.31% 173085 188662 9.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等，海通证券研究所。注：金额单位为亿元 

 

4. 上下游数据与基建关系：看似“背离”，实则“并不矛盾” 

4.1 工业需求回暖，社会用电量增速回升 

2018 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43%，较 1-5 月份增速略降 0.32 个 pp。从

结构上来看，6 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城乡居民用电分别增长 9.43%、6.64%、13.23%

和 9.38%，第二产业贡献率为 51.12%、第三产业贡献率为 45.50%，城乡居民用电贡献

率为 16.61%，第一产业贡献率为 1.33%。第二产业贡献率较高主要归因于工业需求回

升，PMI 保持较高水平，制造业投资增速也有所回升；另外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高增

速，新开工面积增速提升。 

图43 18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 9.43%，增速略降 0.32 个 pp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4 2018 年 6 月第三产业及居民用电贡献率提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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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2018 年上半年制造业固投累计增速回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6 2018 年 6 月 PMI 指数回落，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7 2018 年上半年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增速回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8 2018 年房地产 6 月单月开发投资保持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上半年用电量增速保持较高水平，相比之下基建投资累计增速有所下降，我们认为

偏差的原因在于：1）工业需求有所回升，工业制造业投资回暖；2）房地产投资保持较

高水平，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增速有所提升；3）城乡居民用电有所提升，而这不反映在

基建投资领域。 

4.2 扶贫政策推进，农村地区投资较大，水泥产量增速回升 

2018 年上半年全国水泥累计产量同比下降 0.6%，降幅较 1-5 月份有所收窄。虽然

基建投资表现不佳，增速不断下降，但是水泥产量增速有所回升，我们认为主要在于：

1）基建投资没有包含农村地区农户投资，2016 年农村农户投资达 9965 亿元，投资较

为可观，而大约有 1/3 的水泥用于农村，随着扶贫政策不断推进，2018 年农村投资预计

保持较高增速，我们发现扶贫重点地区—西南区域 3 月开始水泥产量增速呈上升趋势；

2）大约 1/3 的水泥用于房建，虽然基建投资数据不佳，但是房地产投资保持高水平，新

开工面积增速提升，促使水泥产量增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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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2018 年上半年全国水泥累计产量同比下降 0.6%，降幅较 1-5 月份有所收窄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0 水泥耗量在房建、基建、农村领域各占 1/3 左右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1 2018 年 3 月开始西南地区水泥累计产量增速呈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4.3 自然更新需求叠加环保淘汰需求，挖掘机销量继续大幅增长 

2018 年挖掘机销售延续高增长，上半年累计销量同比增长 60.02%，增速较 1-5 月

份略降 0.16 个 pp，我们认为挖掘机销量的高增长主要是源于设备更新需求，通常挖掘

机的使用寿命在 8-10 年，上一轮销售高峰期在 2011 年左右，叠加环保标准趋严，部分

设备提前淘汰，导致更新需求强烈，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固投增速下行，但是挖掘机销量

增速仍保持高水平。 

图52 2018 年上半年，挖掘机销量继续大幅增长 60.02%，增速略降 0.16 个 pp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通过挖掘机作业小时数来判断真实的施工需求，当施工需求增加时，设备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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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数会提升，当施工需求下降时，设备作业小时数会下降。2018 年 2、3、4、5、6

月小松挖掘机国内平均作业小时数分别同比下降 48.92%、12.45%、2.72%、2.50%、

2.39%，作业小时数明显下降，真实的施工需求不乐观，设备销量大增更多是更新需求。 

图53 2-6 月小松挖掘机国内平均作业小时数分别下降 48.92%、12.45%、2.72%、2.50%、2.39% 

 
资料来源：小松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5. 央企订单增速放缓和基建：内在逻辑并不同 

建筑央企作为国内基建投资主要工程承包商，其订单作为基建的前瞻指标，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但随着近年来订单结构的变化，尤其是 2015 年以来 PPP 订单占比的提

升，订单业绩转化率出现明显下滑。 

2018 年以来大部分建筑央企订单出现下滑。2018 年上半年，中国建筑新签订单同

比增长 1.60%，增速较 1-5 月份下降 9.80 个 pp，其中房建订单增速下降 17.6 个 pp，

基建订单增速下降 72.6 个 pp；中国电建新签订单同比下降 4.99%，增速下降 1.69 个

pp，其中国内新签订单下降 10.42%，增速下降 3.67 个 pp；中国化学新签订单增长

72.05%，增速较前 5 月提升 9.83 个 pp，主要因为油价回升及环保限产，化工企业盈利

改善，化工投资回暖，化工订单增加，叠加上半年新签刚果金 194 亿元单个项目，导致

新签订单增长较快。 

从整个建筑行业看，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Q3 建筑订单增速见顶，达到 22%，

2018Q2 同比增速下滑至 9.64%。 

然而建筑行业的订单下滑，尤其是 2018 年 5、6 月建筑央企订单增速同比下滑明显，

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了 PPP 规范化政策和央企去杠杆的影响，与基建投资快速下滑受到资

金影响的直接逻辑并不相同。 

图54 2018 年上半年中国建筑累计新签订单增速不断下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5 2018 年上半年中国电建累计新签订单增速不断下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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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2018 年上半年中国化学累计新签订单增速提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7 建筑行业订单增速出现下滑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6. 投资建议：政策预期持续改善，基建再抗稳增长重任 

7 月开始央行窗口指导信用债投资，有望解冻低等级信用债流动性；一行两会发布

资管新规配套细则，在非标投资、节奏、计价方式等方面的监管尺度有所放宽，有望缓

解今年以来非标融资骤降、实体再融资压力增大等压力。到 7 月 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7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再到 2018 年铁路投资额从计划的 7320 亿元重返 8000

亿元，阶段性的政策宽松趋势明显。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持续下行，我们认为刺激基建稳定经济增长大概率成为阶段性的政策方向，因此外部环

境约束下，未来基建有望再度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工具，政策刺激下，下半年基建增

速有望企稳回升。 

并非“全面放松”，从政策受益顺序逻辑角度选股。在资金、防风险去杠杆大原则

约束，我们认为政策较难走向“全面放松”，未来基建大概率是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的政

策发力。从政策受益顺序上看，在建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已经纳入计划中但仍未落地的

项目资金需求有望率先得到改善的，有利于重大项目工程的主要承接者—建筑央企；其

次非标监管尺度放宽，信贷环境改善，融资平台资金状况也有望率先受益，地方国企有

望受益；从区域上看，中央财政拨款占比相对较高的中西部基建是政策确定性相对较高

的区域，基于上述逻辑，我们建议关注铁路建设龙头中国铁建（业绩增速快、受益铁路

提速）、中国中铁（受益铁路提速）；基建施工龙头中国交建和设计龙头苏交科；以及西

部基建的地方国企四川路桥（订单增长快，估值相对较低）。 

7. 风险提示 

政策预期波动风险。政策是影响基建的重要因素，近期政策宽松趋势比较明显，市

场预期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基建股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但去杠杆大背景下，政策宽松

大概率是尺度问题，政府部门的政策态度将会对市场预期发生重要影响，也易使得市场

预期发生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波动，这有可能会影响股价表现。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风险。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问题由来已久，地方政府去杠杆约束下，

当前政策宽松的实质效果如何有待观察。如果政策落地效果不佳，基建基本面不一定会

出现市场预期的企稳回升，那么逻辑证伪后会有股价回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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