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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立法列入工作计划，
“政策牛”逻
辑再次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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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立法列入工作计划，政策红利持续释放。3 月 20 日中国政府网披 首选股票
露《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 2017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通 600502 安徽水利
002775 文科园林
知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引入社会资本条例》
（下称“PPP 条例”） 002200 云投生态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列入国务院 2017 年立法工作计划， 603018 中设集团
岭南园林
PPP 条例由国务院法制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起草，完成审查任务。 002717
PPP 立法获得重大突破，前期我们在报告《PPP“三牛”逻辑依旧，寻
行业表现
建筑
找业绩超预期标的》专题报告中预判，随着 PPP-ABS 支持力度加大，
25%
PPP 立法也将随即提上日程，PP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PPP 立法议程推
19%
13%
进是“政策牛”的突出表现，2017 年 PPP 政策红利将集中聚焦在 PPP
7%
1%
资产证券化和 PPP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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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基础框架已经搭建，PPP

法律亟待完善。2014 年以来，我国 PPP
快速发展，基础性的 PPP 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 PPP 领域规范性文件
多为部门规章，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会同其他相关部委出台，受部
门职权限制，不少问题难以在部委层面解决，且两部门的管理权限划
分也存在不明晰之处，亟需出台更高层级的 PPP 统领性法律法规，解
决 PPP 项目各个环节法律适用问题。PPP 立法议程推进有助于明晰部
门管理权限，协调 PPP 与土地法、税法、招标投标法等多领域相关法
律融合、制定公众参与机制、保障社会资本合法权益，同时 PPP 立法
推进，将加速 PPP 项目执行率及 PPP-ABS 进程。
■继续强调“三牛”逻辑，PPP

板块值得高度关注。我们一直强调 PPP
的 “三牛”投资逻辑：政策牛+模式牛+业绩牛：（1）PPP 成为国策，
国家出台各种政策，今次又将 PPP 立法以“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
纳入立法计划，全力推进 PPP，
“政策牛”加速 PPP 项目落地。
（2）PPP
改善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同时，PPP-ABS 再次优化或边际改善建筑行
业商业模式，通过 ABS 实现项目投资的快速回收，解决了或边际改善
了投资性现金流差和长期投资回报率低的新行业痛点，
“模式牛”再进
一步。
（3）PPP 助力公司业绩持续改善，部分公司业绩反转，同时 PPP
的“业绩牛”具备宏观和微观的相互印证。PPP“三牛”逻辑清晰，环
环相扣，投资机会值得高度关注。

■PPP 立法符合我们预期，
“三牛”逻辑依旧寻找业绩超预期标的。PPP

板块政策牛+模式牛+业绩牛的“三牛”逻辑持续被强化，PPP 立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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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PPP 三牛逻辑持续，家装景气度改善
2017-03-19
PPP 板块强势崛起，未来行情值得期待
2017-03-16
PPP“三牛”逻辑依旧，寻找业绩超预
期标的 2017-03-13
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超预期，一带一路建
筑工程显著受益 2016-11-16
特朗普当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继
续 推 荐 建 筑 央 企 及 国 际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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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符合我们预期，我们认为 PPP 立法是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将规范
PPP 产业的发展和解决 PPP 的中长期问题。同时，“政策牛”方面还
要关注 PPP-ABS 的政策动态，我们预计 2017 年将是 PPP-ABS 快速推
进的一年，相关的支持政策还会陆续出台。“政策牛”必然会进一步
强化“模式牛”和“业绩牛”，PPP 板块再次启航的几率增加，继续
建议三条主线布局业绩超预期的 PPP 标的。（1）地方国企叠加 PPP 且
有业绩释放动力的地方国企业绩可能存在超预期，重点推荐云投生态
（业绩反转+国企改革+大生态平台）和安徽水利（PPP 区域龙头+一
带一路+引江济淮+整体上市+员工持股+高管增持）；（2）产业链延伸
布局 PPP 的设计类公司可能存在超预期，重点推荐中衡设计（外延扩
张+产业链延伸布局 PPP）和中设集团（外延扩展+产业链延伸布局
PPP；
（3）PPP 订单激增业绩弹性大的 PPP 公司，重点推荐文科园林和
岭南园林。同时，重点关注蒙草生态、东方园林、铁汉生态、苏交科
和龙元建设等行业龙头投资机会。

■风险提示：基建投资增速放缓、经济增速放缓、利率上行、应收账款

居高不下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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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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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
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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