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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点： 

 上周建筑行业涨幅-4.58%，跑输沪深 300 指数-1.54%，子行业中装饰幕墙表现较好。 

 8 月 6 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决定在上海大治河以南、

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新片区。《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新片区

将建立比较成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打造一批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区域创造力

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跃升；到 2035 年，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成果，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

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本次临港新片区的设立，也将充分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带动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建设、

改革开放。上海已把总体方案的各项任务举措细化为三大类 78 项安排，努力把新片区打造成为政策

制度完备、体制机制灵活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当前制定的新片区特殊支持政策，主要聚焦于管理权限、

资金支持、人才吸引、土地规划、住房保障等方面。我们认为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在

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一体化建设下，将与长三角各地区实现有效分工、产业协同，引领和带动整体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 

 区域发展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导入、对外开放、环境保护等诸多内容，是一个系统工程，因

此对建筑行业而言，预计可率先受益于一体化过程中硬件环境建设，涉及规划设计、房屋建设、基建

投资、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方方面面，看好上海建工、隧道股份、华建集团等。 

 看好施环节景气度上行，行业建安投资加速：合同交付是企业面临的硬约束，地产商拿地-新开工-预

售-在施-竣工链条中，房企竣工情况受资金影响较大，但在施作为预售后的必要环节 19 年已出现明

显改善，特别是在龙头集中的背景下房建企业需求端改善愈加明显，看好施工环节受益的中国建筑、

上海建工。 

 经济压力犹在，下半年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叠加低基数效应，基建投资有望提速：1）铁公机等国家

重点支持项目有望受益专项债作为资本金模式，在适度加杠杆下实现快速推进，推荐大型基建央企，

中国中铁、中国交建、中国建筑等；2）区域基建是今年布局的重点，尤其是长三角经济发达区域，

有数据验证、有主题催化，推荐上海建工、华建集团、隧道股份；3）看好设计，基建产业链前端设

计类企业率先受益行业回暖，设计公司业绩增速确定，估值便宜，推荐苏交科、中设集团；4）信用

环境改善，边际受益最大的优质民企预计可获得估值修复，关注蒙草生态、铁汉生态、岭南股份、东

珠生态等。 

核心推荐标的： 

 基建组合：上海建工（剔除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19 年 15%增长,上海基建龙头国企，资产负

债表质量优，地方财政实力强劲，受益长三角区域建设推进）、隧道股份（19 年 13%增长，PE8X，上

海基建龙头国企，轨交、隧道工程领域竞争力强，受益长三角区域建设推进）、华建集团（19 年 15%

增长，PE16X，国内建筑设计院龙头，背靠上海国资委，受益长三角区域建设推进，拟开展股权激励

激发活力）、苏交科（19 年 20%增长，PE11X，中国版的 AECOM，战略清晰，年初订单高速增长，未来

三年 20%复合增长确定性高）、中设集团（19 年 25%增长，PE10X。民营基建设计龙头之一，16 年完

成事业部制改革，员工激励全面提升，市场+细分领域拓展保障未来持续增长）、中国建筑（19 年 15%

增长，PE5.3X，PB1.0X。建筑央企龙头市占率不断提升，受益于基建“补短板”业务结构有望继续改

善，股权激励激发活力，低估值提供安全边际）。 

 东易日盛：19 年 20%增长，PE11X。家装行业近几年小企业在退出市场，龙头集中度提升，东易传统

家装保持稳定增长，现金流好，标准化家装速美超级家模式转换后步入正轨。 

 精工钢构：19 年 121%增长，PE12X。主业反转，装配式建筑直营+加盟均迎来突破阶段，随着国家对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视，有望带动装配式估值提升。 

 中国化学：19 年 30%增长，PE11X。17-18 年国内订单实现 65%/54%增长，海外项目开工率提升，18 年

收入增长 44%，验证高景气。煤化工随着政策放松和油价上涨，投资意愿加强；公司环保及基建业务

扩张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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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观点及公司推荐逻辑 

1.1 本周推荐组合：中国建筑+上海建工 

上周建筑行业涨幅-4.58%，跑输沪深 300 指数-1.54%，子行业中装饰幕墙表现较好。 

8 月 6 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决定在

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新片区。《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新片区将建立比较成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打造一批

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区域创造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跃升；

到 2035 年，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形成更加成熟定

型的制度成果，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

重要载体。 

本次临港新片区的设立，也将充分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带动新一轮区

域一体化建设、改革开放。上海已把总体方案的各项任务举措细化为三大类 78 项安排，努

力把新片区打造成为政策制度完备、体制机制灵活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当前制定的新片区

特殊支持政策，主要聚焦于管理权限、资金支持、人才吸引、土地规划、住房保障等方面。

我们认为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一体化建设下，将与长

三角各地区实现有效分工、产业协同，引领和带动整体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区域发展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导入、对外开放、环境保护等诸多内容，是一

个系统工程，因此对建筑行业而言，预计可率先受益于一体化过程中硬件环境建设，涉及

规划设计、房屋建设、基建投资、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方方面面，看好上海建工、隧道

股份、华建集团等。 

看好施环节景气度上行，行业建安投资加速：合同交付是企业面临的硬约束，地产商

拿地-新开工-预售-在施-竣工链条中，房企竣工情况受资金影响较大，但在施作为预售后的

必要环节 19 年已出现明显改善，特别是在龙头集中的背景下房建企业需求端改善愈加明显，

看好施工环节受益的中国建筑、上海建工。 

基建板块核心结论不变，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再平衡是核心的政策组合，当前逆周期调

节力度加大，有望迎来后续数据验证：1）铁公机等国家重点支持项目有望受益专项债作为

资本金模式，在适度加杠杆下实现快速推进，推荐大型基建央企，中国中铁、中国交建、

中国建筑等；2）区域基建是今年布局的重点，尤其是长三角经济发达区域，有数据验证、

有主题催化，推荐上海建工、华建集团、隧道股份；3）看好设计，基建产业链前端设计类

企业率先受益行业回暖，设计公司业绩增速确定，估值便宜，推荐苏交科、中设集团。4）

信用环境改善，边际受益最大的优质民企预计可获得估值修复，关注岭南股份、龙元建设

等。 

推荐装配式产业链，长期看存量经济下效率提升和人力替代是必然趋势，短期看：1）

政府有需求。今年投资的主体是政府，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对于自身大

力推广的装配式会加大使用。2）考核更明确。特别是发达地区对装配化率的考核，真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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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的企业会很快确立品牌优势。3）上市公司有突破。精工无论是技术授权还是工程

订单都在加速落地，亚厦装配式装修订单储备丰富。4）后续有催化。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

和产业升级的重视，有望带动装配式估值提升，推荐精工钢构、亚厦股份。 

家装板块：家装具有周期与成长的双重属性，现金流好，资产负债表健康，19 年一、

二线城市地产销售边际改善，建议关注东易日盛（传统家装积累深厚）、金螳螂（标准化

家装规模领先）。 

专业工程板块：石油炼化投资 17 年开始加速，根据企业投资计划来看，景气度还在持

续上升，化工投资受益 17 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增，以及今年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融资，

投资在边际改善中，煤化工受益油价上涨，煤制乙二醇投资热情高，煤制油、煤制烯烃示

范项目在积极推进中，看好中国化学、东华科技、航天工程等。 

国际工程板块：板块调整充分，估值高安全边际，充分受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

第二届高峰论坛成果丰硕，进一步向务实和市场化转变，规则体系的完善有利于各国积极

参与。推荐中工国际、中材国际、中钢国际、北方国际。 

表 1：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测与实际增速 

  中报披露时间 2019 中报业绩预告 申万预测增速 实际增速 实际增速-申万预测增速 

苏交科 2019-07-30 增长 10%~30% 23% 20% -3% 

中钢国际 2019-07-31   -20% 11% 31% 

三维工程 2019-08-02 
 

-10% -24% -14% 

北方国际 2019-08-03   -25% 5% 30% 

洪涛股份 2019-08-10 
 

20% -28% -48% 

华建集团 2019-08-10   10% 14% 4% 

中设集团 2019-08-17 
 

26% 
  

江河集团 2019-08-20   20%     

普邦股份 2019-08-20 
 

-20% 
  

东易日盛 2019-08-21 净利润约-6700 万元~-5500 万元 -647%     

金螳螂 2019-08-22 
 

10% 
  

中材国际 2019-08-22   10%     

宏润建设 2019-08-22 
 

5% 
  

中国海诚 2019-08-22   10%     

名雕股份 2019-08-23 净利润约-200 万元~0 万元 -110% 
  

中工国际 2019-08-23   0%     

精工钢构 2019-08-24 增长 51%~85% 68% 
  

勘设股份 2019-08-24   2%     

铁汉生态 2019-08-27 增长-100%~-89.61% -92% 
  

文科园林 2019-08-27 增长 0%~10% 5%     

山东路桥 2019-08-27 
 

37% 
  

宁波建工 2019-08-27   10%     

广田集团 2019-08-28 
 

-18% 
  

鸿路钢构 2019-08-28   30%     

隧道股份 2019-08-28 
 

10% 
  

安徽水利 2019-08-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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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元建设 2019-08-28 
 

20% 
  

亚厦股份 2019-08-29   -15%     

岭南股份 2019-08-29 
 

-40% 
  

中国电建 2019-08-29   12%     

中国核建 2019-08-29 
 

15% 
  

东华科技 2019-08-29   30%     

棕榈股份 2019-08-30 净利润约-20000 万元~-15000 万元 -268% 
  

蒙草生态 2019-08-30 增长-65%~-35% -45%     

美尚生态 2019-08-30 增长-17%~13% -5% 
  

东南网架 2019-08-30 增长 50%~100% 80%     

中国建筑 2019-08-30 
 

13% 
  

粤水电 2019-08-30   20%     

中国化学 2019-08-30 
 

25% 
  

航天工程 2019-08-30   5%     

全筑股份 2019-08-31 
 

25% 
  

杭萧钢构 2019-08-31   -15%     

中国中铁 2019-08-31 
 

11% 
  

中国交建 2019-08-31   12%     

中国中冶 2019-08-31 
 

13% 
  

葛洲坝 2019-08-31   0%     

上海建工 2019-08-31 
 

56% 
  

四川路桥 2019-08-31   40%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1.2 核心推荐标的 

基建组合：上海建工（剔除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19 年 15%增长,上海基建龙头

国企，资产负债表质量优，地方财政实力强劲，受益长三角区域建设推进）、隧道股份（19

年 13%增长，PE8X，上海基建龙头国企，轨交、隧道工程领域竞争力强，受益长三角区域建

设推进）、华建集团（19 年 15%增长，PE16X，国内建筑设计院龙头，背靠上海国资委，受

益长三角区域建设推进，拟开展股权激励激发活力）、苏交科（19 年 20%增长，PE11X，中

国版的 AECOM，战略清晰，年初订单高速增长，未来三年 20%复合增长确定性高）、中设集

团（19 年 25%增长，PE10X。民营基建设计龙头之一，16 年完成事业部制改革，员工激励全

面提升，市场+细分领域拓展保障未来持续增长）、中国建筑（19 年 15%增长，PE5.3X，PB1.0X。

建筑央企龙头市占率不断提升，受益于基建“补短板”业务结构有望继续改善，股权激励

激发活力，低估值提供安全边际）。 

东易日盛：19 年 20%增长，PE11X。家装行业近几年小企业在退出市场，龙头集中度提

升，东易传统家装保持稳定增长，现金流好，标准化家装速美超级家模式转换后步入正轨。 

精工钢构：19 年 121%增长，PE12X。主业反转，装配式建筑直营+加盟均迎来突破阶段，

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视，有望带动装配式估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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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19 年 30%增长，PE11X。17-18 年国内订单实现 65%/54%增长，海外项目开

工率提升，18 年收入增长 44%，验证高景气。煤化工随着政策放松和油价上涨，投资意愿

加强。 

 

2．建筑装饰行业市场表现 

2.1 建筑行业周涨幅-4.58%，子行业中装饰幕墙表现较好 

上周建筑行业涨幅-4.58%，跑输上证综指(-3.25%)、跑输沪深 300(-3.04%)、跑输深圳

成指(-3.74%)、跑输创业板(-3.15%)、跑输中小板(-3.77%)。 

图 1：建筑行业周涨幅-4.58%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周涨幅最大的三个子行业分别为装饰幕墙（-2.37%）、基建央企(-4.52%)、国际工程

(-5.01%)，对应周涨幅最大的三个公司：亚厦股份涨幅 1.54%、中国电建涨幅-3.11%、中矿

资源涨幅-2.54%；年涨幅最大的三个子行业分别是专业工程(9%)、国际工程(7.41%)、基建

国企(6.8%)，对应年涨幅最大三个公司：东华科技涨幅 50.50%、中钢国际涨幅 20.14%、浦

东建设涨幅 30.18%；除去次新股，年涨幅最大三个公司：东华科技涨幅 50.50%、中装建设

涨幅 41.15%、山鼎设计涨幅 31.98%。 

图 2：周子行业涨幅（%）  图 3：年初至今子行业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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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2:子行业个股涨跌幅排行 

子行业 周涨幅最大公司 涨幅% 年初至今涨幅最大公司 涨幅% 

装饰幕墙 亚厦股份 1.54 中装建设 41.15 

家装 东易日盛 (5.86) 名雕股份 (1.76) 

生态园林 岭南园林 (1.46) 乾景园林 16.35 

国际工程 中矿资源 (2.54) 中钢国际 20.14 

钢结构 鸿路钢构 (4.28) 鸿路钢构 2.89 

基建央企 中国电建 (3.11) 中国核建 8.05 

基建国企 上海建工 (4.30) 浦东建设 30.18 

基建民企 龙元建设 1.59 宁波建工 16.05 

设计咨询 山鼎设计 3.33 山鼎设计 31.98 

专业工程 城地股份 1.88 东华科技 50.50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个股中，涨幅前 5 名为山鼎设计、城地股份、龙元建设、亚厦股份、美芝股份，涨幅

后 5 名是正平股份、浦东建设、东方园林、中衡设计、北新路桥。 

表 3：一周涨跌幅前 5 名排行榜 

涨幅前 5 名 涨幅(%) 涨幅后 5 名 跌幅（%） 

山鼎设计 3.3 正平股份 -11.1 

城地股份 1.9 浦东建设 -10.3 

龙元建设 1.6 东方园林 -10.3 

亚厦股份 1.5 中衡设计 -10.2 

美芝股份 0.2 北新路桥 -9.6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2.2 大宗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表 4：近期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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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交易日期 成交价 
当日收

盘价 

成交量(万股

\份\张) 

成交额(万

元)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永福股份 2019-08-05 11.01 12.22 21.95 241.6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碧云路证券营业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碧云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建筑 2019-08-05 5.30 5.64 100.00 53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西藏南路证券营业部 

美晨生态 2019-08-07 2.79 3.08 2,883.71 8045.55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共青团西路证券营业部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

都益州大道证券营业部 

中设集团 2019-08-08 12.55 11.35 50.38 632.2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清凉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水佑岗证券营业部 

中设集团 2019-08-08 12.55 11.35 23.00 288.65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清凉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水佑岗证券营业部 

中设集团 2019-08-09 12.49 11.15 35.00 437.15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清凉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水佑岗证券营业部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5：股东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名称 变动截止日期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方向 
变动数量

(万股) 

变动数量占流通

股比(%) 

交易平

均价 

变动期间

股票均价 

甘咨询 2019-06-18 王钰娟 个人 增持 0.05 0.00 - 9.78 

甘咨询 2019-06-17 王钰娟 个人 增持 0.05 0.00 - 9.87 

甘咨询 2019-04-09 王明霞 个人 增持 0.20 0.00 - 13.51 

甘咨询 2019-04-03 王明霞 个人 增持 0.16 0.00 - 12.90 

甘咨询 2019-03-28 王明霞 个人 减持 0.15 0.00 - 12.79 

甘咨询 2019-03-26 王明霞 个人 增持 0.20 0.00 - 11.94 

甘咨询 2019-03-18 王明霞 个人 减持 0.04 0.00 - 10.51 

甘咨询 2019-03-15 王明霞 个人 减持 0.10 0.00 - 10.12 

甘咨询 2019-03-14 王明霞 个人 增持 0.10 0.00 - 9.94 

甘咨询 2019-02-20 王明霞 个人 减持 0.15 0.00 - 9.29 

新疆交建 2019-08-06 熊毅 高管 增持 0.15 0.00 20.18 20.13 

建科院 2019-08-05 深圳市英龙建安(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 减持 87.82 1.09 17.91 16.78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3．行业及公司近况 

3.1 行业主要变化 

1、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按照“整体规划、

分步实施”原则，先行启动南汇新城、临港装备产业区、小洋山岛、浦东机场南侧等区域，面积为

119.5 平方公里。上海市副市长陈寅指出，新片区将实行特殊支持政策，主要是聚焦于管理权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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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人才吸引、土地规划、住房保障等方面，人才“居转户”年限缩短到 5 年，核心人才进一步

缩短到 3 年，购房缴纳个税或者社保年限缩短到 3 年。 

2、第一财经：前 7 个月地方政府累计发行新增债券约 25530 亿元，发行进度（已发新

增债券占总额比重）为 83.59%。其中 7 月份发行新增债券 3765 亿元。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

争取在 9 月底前完成全年新增债券发行，即剩余约 5000 亿元新增债券将在八九两个月内完

成发行。 

3、中证网：8 月 9 日湖北省和湖南省分别发行一批地方债，合计 539 亿元。据此统计，

本周全国共发行地方债 790.43 亿元，发行量为最近 4 周最低。 

4、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苏州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实施意见》，提出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政府给予不超过 20 万/台资金补贴，涉及管线迁移所需费用由各管线

单位承担，每一台电梯政府给与适当补贴。 

 

表 6：本周行业重要变化 

主题 日期 内容 来源 链接 

宏观 2019/8/5 

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

响，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 7 元，但人民币

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

波动的反映，人民银行有经验、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中国人民银

行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

aoliu/113456/113469/3869683/i

ndex.html 

地产 2019/8/5 
中国经济“稳增长”不靠房地产，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处理好

“稳”和“进”的关系。 

人民日报海

外版 

http://www.gov.cn/xinwen/2019-

08/05/content_5418653.htm 

宏观 2019/8/5 
7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为 51.6，较 6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

为五个月以来最低，预期 52。 
财新中国 

http://economy.caixin.com/2019-

08-05/101447264.html 

地区 2019/8/6 

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按

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先行启动南汇新城、临港装

备产业区、小洋山岛、浦东机场南侧等区域，面积为 119.5 平

方公里。上海市副市长陈寅指出，新片区将实行特殊支持政策，

主要是聚焦于管理权限、资金支持、人才吸引、土地规划、住

房保障等方面，人才“居转户”年限缩短到 5 年，核心人才进

一步缩短到 3 年，购房缴纳个税或者社保年限缩短到 3 年。 

国务院 
http://www.gov.cn/xinwen/2019-

08/06/content_5419191.htm 

地区 2019/8/6 

发布《关于苏州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实施意见》，提出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政府给予不超过 20 万/台资金补贴，涉及

管线迁移所需费用由各管线单位承担，每一台电梯政府给与适

当补贴。 

苏州市人民

政府 

http://www.zfxxgk.suzhou.gov.cn

/sxqzf/szsrmzf/201908/t2019080

6_1189203.html 

地区 2019/8/6 

房贷收紧信号增强，二三线城市中，杭州、大连、合肥、南京、

成都、青岛、南宁、武汉、西安等多地在近期首套房、二套房

按揭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 

21 世纪经

济报道 

http://www.21jingji.com/2019/8-

6/4NMDEzODBfMTUwMTU4NA.

html 

宏观 2019/8/7 

截至 2019 年 7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037 亿美元，比

上月减少 155 亿美元，结束连续两个月增长。同时，7 月末外

储规模较年初上升 310 亿美元，升幅 1%。 

国家外汇管

理局 

http://www.safe.gov.cn/safe/2018

/0112/8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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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2019/8/8 

前 7 月百强房企业绩增速整体放缓，克而瑞数据显示今年前 7

月百强房企的累计业绩同比增速在 4%左右，行业整体增速较

2018 年放缓。7 月单月，百强房企的单月业绩整体平稳，与上

半年均值基本持平。 

经济参考报 
http://www.jjckb.cn/2019-08/08/

c_138291970.htm 

行业 2019/8/8 

前 7 个月地方政府累计发行新增债券约 25530 亿元，发行进度

（已发新增债券占总额比重）为 83.59%。其中 7 月份发行新

增债券 3765 亿元。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争取在 9 月底前完成

全年新增债券发行，即剩余约 5000 亿元新增债券将在八九两

个月内完成发行。 

第一财经 
https://www.yicai.com/news/100

286848.html 

宏观 2019/8/9 

统计局发布数据，7 月 CPI 同比上涨 2.8%（预期 2.7%，前值

2.7%），创去年 2 月以来新高。1 到 7 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3%。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

201908/t20190809_1690134.html 

宏观 2019/8/9 

8 月 9 日湖北省和湖南省分别发行一批地方债，合计 539 亿元。

据此统计，本周全国共发行地方债 790.43 亿元，发行量为最近

4 周最低。 

中证网 
http://www.cs.com.cn/sylm/jsbd/

201908/t20190809_5976246.html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3.2 重点公司主要变化 

【华建集团】：公司公布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34.24 亿（同比+21.10%），归母净

利润 1.69 亿（同比+14.43%）。 

【中国交建】：（1）公司下属各子公司拟现金出资 2.2 亿元组建“中交（龙海）生态

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负责龙海市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工程 PPP 项目，

合计持有项目公司 88%股权；拟现金出资 1.6 亿元组建“中交建设发展（昆明）有限公司”

负责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宝象河流域排水收集系统改造工程 PPP 项目，合计持有项目公司

89.9%股权；（2）10 年期公司债券“09 中交 G2”票面利率为 5.20%，将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支付利息及本金。 

【四川路桥】：19 年 1-7 月，公司累计中标 176.5 亿元（-61.1%），其中仅 7 月中标

34.6 亿元（+48.9%）。 

表 7：本周重要公司变化 

主题 公司 重要变化 

业绩 

建科院 公布业绩快报，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收 1.6 亿元（+3.98%），归母净利润-1237.5 万元（去年同期

为 361.1 万元）。 

森特股份 公司公布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17.06 亿（同比+42.39%），归母净利润 1.31 亿（同比 29.58%）。 

农尚环境 公司公布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2.34 亿（同比+4.98%），归母净利润 0.28 亿（同比 4.57%） 

华建集团 公司公布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34.24 亿（同比+21.10%），归母净利润 1.69 亿（同比+14.43%）。 

洪涛股份 公司公布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19.06 亿（同比-6.60%），归母净利润 0.79 亿（同比-27.76%）。 

山东路桥 子公司路桥集团签署“京台高速公路德州（鲁冀界）至齐河段改扩建工程”施工二标段合同，合同价 16.7

亿元。子公司公路桥梁与四川桥梁组成的联合体签署三标段合同，合同价 22.1 亿元，二三标段累计占 18

年营收约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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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标 

四川路桥 19 年 1-7 月，公司累计中标 176.5 亿元（-61.1%），其中仅 7 月中标 34.6 亿元（+48.9%）。 

杭萧钢构 公司与“合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钢结构战略合作协议，合一建设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3500 万元，同

时按开发或承接钢结构住宅项目的建筑面积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5 元/㎡。 

铁汉生态 公司中标“博罗县沙河流域园洲镇中心排渠、新村排渠、东博排洪渠、东博中心排渠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勘察设计、施工工期共 270 日历天，总投资 7.2 亿元，占 18 年营收约 9.3%。 

华电重工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方签订“国家电投滨海南区 H3#300MW 海上风电工程主体施工一、二标段施工合

同”，工期分别为 245/306 天，合同金额共 16.6 亿元，占 18 年营收约 28.4%。  

浙江交科 下属公司“浙江交工”中标“江南大道（一期）工程 EPC 项目”，工期 990 日历天，中标价 28.3 亿，占

18 年营收约 10.7%。 

华电重工 公司正与联合体成员“中国能建江苏电建一公司”就“国家电投滨海南区 H3#300MW 海上风电工程主体

施工一、二标段施工合同”价格等事项进行协商，预计“中国能建江苏电建一公司”占合同金额的 0.27%，

本公司占合同金额的 99.73%。 

花王股份 公司曾于 2018 年 8 月作为联合体成员中标“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猴嘴片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 PPP 项

目”，现决定解除该项目的中标结果，甲乙双方相互不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水利 公司公布二季度经营数据，二季度新签 144.78 亿（同比+6.84%，其中房建+88.70%，基建-23.24%），

上半年累计新签 214.49 亿（同比-12.39%），其中房建 79.47 亿（同比+13.52%）基建 139.91（同比

-17.99%）。 

中国中冶 公司子公司与关联方组成联合体中标“贵州省纳雍至兴义国家高速公路纳雍至晴隆段 PPP 项目”、“六枝至

安龙高速公路 PPP 项目”，总投资 354 亿/242 亿，占公司 18 年营收 12.23%/8.36%。 

隧道股份 公司中标“S317 线郑州境新郑机场至新密改建工程 PPP 项目”，投资额 22.42 亿（占 18 年营收 6.02%），

合作期 15.5 年。 

宏润建设 公司中标” 九环路（钱江变-艮山东路）电力隧道工程”中标价 1.14 亿（占 18 年营收 1.15%），项目工

期 180 天。 

投融资 

全筑股份 全资子公司“全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拟出资 30 万美元对外设立全资子公司“全筑建设（越南）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为装饰装修等业务。 

中国交建 公司下属各子公司拟现金出资 2.2 亿元组建“中交（龙海）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负责龙

海市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建设工程 PPP 项目，合计持有项目公司 88%股权；拟现金出资 1.6 亿元组建

“中交建设发展（昆明）有限公司”负责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宝象河流域排水收集系统改造工程 PPP 项目，

合计持有项目公司 89.9%股权。 

中国交建 10 年期公司债券“09 中交 G2”票面利率为 5.20%，将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支付利息及本金。 

东湖高新 向参股公司“软件新城”出借人民币 2000 万元，用于补充其后续开发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自 2019 年 8 月 6 日起 56 天。 

森特股份 公司拟通过个人担保、不动产抵押等方式向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14 亿。 

中国电建 公司下属子公司和亿诚永和共同设立私募基金，总规模 13,810 万，子公司合计出缴 310 万。 

新疆交建 公司拟发行可转债不超过 8.5 亿（占 18 年营收 16.63%），期限 6 年，募集资金用于投资项目（6 亿）和

补充流动资金（2.5 亿）。 

棕榈股份 公司拟发行 6 亿中期票据，关联方豫资集团提供连带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9.84

亿（占 18 年净资产 17.75%）。 

花王股份 公司股东花王集团补充质押 864 万股（占总股本 2.53%），截至目前花王集团持有公司 1.39 亿股（占总

股本 40.76%），累计质押 1.09 亿股（占总股本 31.91%）。 

宝鹰股份 公司股东宝信投资补充质押 200 万股，截至目前，宝信投资持有公司 1.33 亿股（占总股本 9.94%），累

计质押 0.94 亿股（占其持有 70.64%，占总股本 7.02%）。 

建艺集团 公司控股股东刘海云先生自 5 月 6 日起拟减持 629 万股（占总股本 4.56%），截至目前已减持 208 万股（占

总股本 1.50%），目前刘海云先生持有公司 6,086 万股（占总股本 44.09%）。 

股权激励 
东易日盛 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条件已经达成，涉及激励对象 41 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 142.5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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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变

动 

东华科技 第六届监事会主席袁经勇先生辞职，张绘锦先生离任后三年内再次被提名为为监事候选人。 

森特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郭观林先生因个人工作调动辞职，拟选取王琪先生为新独立董事。 

中材国际 公司董事彭建新先生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辞去职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其他 

瑞和股份 

控股股东李介平先生将持有的 1600 万股股票解除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9%。截至本公告日，其持

有公司股票 7631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2%，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3440 万股，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的 45.1%。 

建科院 

持股 5%以上股东中关村发展集团、英龙建安分别计划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截止本公告

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中关村发展集团尚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仍持有公司股份 1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英龙建安减持 146 万股（占其持股比例 1%），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101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 

苏交科 
持有公司 435.3 万股的副总经理朱晓宁先生计划自 2019 年 8 月 28 日起六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 60 万

股公司股份，占其持股比例 13.8%，占公司总股本 0.06%。 

山东路桥 19 年 1-7 月，公司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14.5 亿元，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2.7%。 

中工国际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在 2019 年 5 月 6 日起 6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5%，本次减持计划时

间已过半，其均未减持。 

天域生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罗卫国先生补充质押股份 41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7%，截至本公告日，其

累计质押公司股票 4799 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5.5%，占公司总股本 19.9%。 

岭南股份 19 年 1-7 月，公司累计新增对外担保为 37.5 亿元，超过上年净资产的 20%。 

百利科技 

控股股东“海新投资”拟将增持 1%-3%公司股份实施期限延长至“本次增持计划调整事项的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后”12 个月内（原定于自 2018 年 8 月 24 日开始），同时将原计划增持股份数量的下限由 1%提

高至 1.5%。 

新疆交建 
公司发布未来三年分红规划，在无重大投资或重大现金支出情况下，现金分红金额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

利润 20%。 

宁波建工 
公司和喜瑞地产建设合同纠纷已终审判决，判决结果为公司拥有对 1.25 亿（占 18 年营收 2.19%）折价或

拍卖拥有优先受偿权，公司先前已对此计提坏账准备。 

华建集团 因经营需要拟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6,000 万（原 1,250 万）。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4．大事提醒及宏观日历 

表 8：未来三个月解禁预告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万

股) 

解禁市值 

（百万元，按最近交

易日收盘价) 

占解禁后流

通数量比例

(%) 

占总股本比

例(%)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万股) 

东易日盛 2019/8/15 142.50  11.68 - 0.3% - 

花王股份 2019/8/26 13901.30  992.55 - 40.8% - 

浙江交科 2019/9/3 7040.26  356.24 - 5.1% - 

正平股份 2019/9/5 29003.33  1482.07 - 51.8% - 

亚泰国际 2019/9/9 13500.00  1930.50 - 75.0% - 

城地股份 2019/9/9 205.80  36.71 - 0.8% - 

农尚环境 2019/9/23 18622.17  1353.83 - 63.5% - 

腾达建设 2019/9/26 6150.34  148.84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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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地股份 2019/10/10 5643.15  1006.74 - 21.9% - 

岭南股份 2019/10/28 2695.28  126.95 - 1.8% -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9：近期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安排 

公司 时间 地点 

蒙草生态 2019 年 8 月 14 日 15:30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生盖营村生盖营巷蒙草集团百草园二楼会议室 

四川路桥 2019 年 8 月 15 日 14:30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汉嘉设计 2019 年 8 月 15 日 15:00 杭州市湖墅南路 501 号，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楼会议室 

中国海诚 2019 年 8 月 15 日 14:30 上海市宝庆路 21 号公司宝轻大厦 1 楼会议室 

大千生态 2019 年 8 月 16 日 13:30 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 18 号联创科技大厦 A 栋公司会议室 

中装建设 2019 年 8 月 19 日 14:30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4002 号鸿隆世纪广场 B 座四楼公司牡丹厅会议室 

美晨生态 2019 年 8 月 21 日 14:30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密州东路 12001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百利科技 2019 年 8 月 23 日 15:00 湖南省岳阳市洞庭大道 1 号 

新疆交建 2019 年 8 月 27 日 15:30 
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 840 号，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科研楼三楼会议室 

延长化建 2019 年 8 月 29 日 11:00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桥北路 2 号公司 611 会议室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10：下周上市公司大事提醒 

(08/11)周日 (08/12)周一 (08/13)周二 (08/14)周三 (08/15)周四 (08/16)周五 (08/17)周六 

 汉 嘉 设 计

(300746): 股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登记起始 

高 新 发 展

(000628): 中报

预计披露日期 

中 国 海 诚

(002116): 股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汉 嘉 设 计

(300746): 股东

大会召开 

大 千 生 态

(603955): 股东

大会召开 

西 藏 天 路

(600326): 中报

预计披露日期 

 四 川 路 桥

(600039): 股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登记起始 

中 装 建 设

(002822): 股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登记起始 

汉 嘉 设 计

(300746): 股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四 川 路 桥

(600039): 股东

大会召开 

大 千 生 态

(603955): 股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蒙 草 生 态

(300355): 股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登记起始 

蒙 草 生 态

(300355): 股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蒙 草 生 态

(300355): 股东

大会召开 

四 川 路 桥

(600039): 股东

大 会 互 联 网 投

票起始 

杭 州 园 林

(300649): 中报

预计披露日期 

 

  中 国 海 诚

(002116): 股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登记起始 

中 设 集 团

(603018): 中报

预计披露日期 

东 易 日 盛

(002713): 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中 国 海 诚

(002116): 股

东大会召开 

  

    设 研 院

(300732): 中

报 预 计 披 露 日

期 

  



本研究报告仅通过邮件提供给 国投瑞银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es@ubssdic.com) 使用。13

 

 行业点评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第 13 页 共 17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大 千 生 态

(603955): 股

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登记起始 

  

    华 凯 创 意

(300592): 中

报 预 计 披 露 日

期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11：中国宏观数据发布日历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11 12 13 14 15 16 17 

 7 月 M0:同比(%)  7 月工业增加值:

当月同比(%) 

 7 月国内信贷(亿

元) 

 

 7 月 M1:同比(%)  7 月固定资产投

资:累计同比(%) 

 第二季度金融机

构来华直接投资

净流入(亿美元) 

 

 7 月 M2:同比(%)  7 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当月

同比(%) 

   

 7 月社会融资规

模:当月值(亿元) 

     

 7 月新增人民币

贷款(亿元) 

     

18 19 20 21 22 23 24 

 7 月银行代客涉

外 收 付 款 差 额 :

当月值(亿美元) 

7 月全社会用电

量:累计同比(%) 

  7 月外汇市场即

期 交 易 额 : 当 月

值(亿美元) 

 

 7 月银行结汇:当

月值(亿美元) 

   7 月外汇市场交

易额 :当月值(亿

美元) 

 

 7 月银行结售汇

差额 :当月值(亿

美元) 

     

 7 月银行售汇:当

月值(亿美元) 

     

25 26 27 28 29 30 31 

  7 月工业企业利

润:累计同比(%) 

7 月服务贸易差

额 :当月值(亿美

元) 

  8 月官方制造业

PMI 

   7 月未列入官方

储备的外币资产

(亿美元) 

  8 月官方非制造

业 PMI: 商 务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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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月财新制造业

PMI 

 8 月财新服务业

PMI:经营活动指

数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5．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水平 

表 12：申万宏源建筑公司估值比较表（截止 2019.8.9） 

    
评级 

收盘价 EPS PE 申万-wind 卖方一致 EPS 

    2019/8/9 2018 2019E 2020E 2018 2019E 2020E 2019E 2020E 

装饰幕墙 

金螳螂 买入 10.10 0.79 0.87 0.99 12.7 11.6 10.2 (0.05) 0.07  

亚厦股份 增持 5.29 0.28 0.30 0.35 19.2 17.5 15.2 (0.03) 0.01  

广田集团 买入 4.99 0.23 0.26 0.29 22.0 19.1 17.4 (0.05) (0.03) 

洪涛股份 增持 2.92 -0.34 0.15 0.16 -8.6 20.1 18.3 - - 

全筑股份 增持 5.18 0.48 0.65 0.82 10.7 7.9 6.3 0.00  0.16  

江河集团 增持 7.34 0.53 0.66 0.79 13.9 11.1 9.3 (0.01) 0.12  

  平均           8.8  15.4  13.6      

家装 
东易日盛 增持 8.20 0.60 0.72 0.87 13.6 11.4 9.5 (0.04) 0.11  

名雕股份 增持 14.80 0.34 0.38 0.42 43.0 39.1 35.5 - - 

  平均           28.3  25.2  22.5      

生态园林 

棕榈股份 增持 3.05 0.03 0.02 0.02 90.3 129.1 129.1 - - 

铁汉生态 增持 3.02 0.13 0.17 0.20 23.3 17.9 14.9 (0.12) (0.09) 

普邦股份 增持 2.61 0.02 0.03 0.03 109.6 91.3 91.3 - - 

蒙草生态 增持 3.38 0.13 0.17 0.21 26.6 20.5 16.4 - - 

美尚生态 增持 12.62 0.57 0.69 0.79 22.0 18.3 15.9 (0.08) 0.02  

文科园林 暂无评级 5.52 0.49 0.54 0.59 11.3 10.3 9.4 (0.08) (0.03) 

天域生态 增持 8.09 0.38 0.42 0.46 21.3 19.4 17.6 - - 

岭南股份 增持 4.71 0.51 0.51 0.53 9.3 9.3 8.9 (0.16) (0.13) 

  平均           39.23  39.51  37.94      

国际工程 

中工国际 买入 10.09 0.97 0.97 1.02 10.4 10.4 9.9 (0.15) (0.10) 

北方国际 增持 8.00 0.77 0.77 0.88 10.4 10.4 9.1 (0.15) (0.04) 

中钢国际 增持 5.12 0.35 0.42 0.51 14.6 12.2 10.1 (0.02) 0.06  

中材国际 增持 5.65 0.79 0.90 0.99 7.2 6.2 5.7 0.00  0.09  

  平均           10.7  9.8  8.7      

钢结构 

精工钢构 增持 2.57 0.10 0.22 0.28 25.6 11.6 9.3 0.02  0.07  

鸿路钢构 增持 7.15 0.79 0.99 1.19 9.0 7.2 6.0 0.00  0.20  

杭萧钢构 增持 2.88 0.26 0.22 0.22 10.9 12.8 12.8 (0.01) (0.01) 

东南网架 增持 5.09 0.17 0.21 0.25 30.8 24.7 20.6 (0.00) 0.04  

  平均           19.1  14.1  12.2      

基建央企 
中国建筑 买入 5.55 0.91 1.05 1.18 6.1 5.3 4.7 0.03  0.17  

中国中铁 增持 5.92 0.75 0.85 0.94 7.9 7.0 6.3 (0.01)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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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 增持 4.67 0.50 0.57 0.63 9.3 8.1 7.4 0.01  0.06  

中国交建 增持 10.24 1.22 1.39 1.53 8.4 7.4 6.7 0.00  0.14  

中国中冶 增持 2.73 0.31 0.35 0.38 8.9 7.9 7.1 0.00  0.04  

中国核建 增持 7.00 0.37 0.42 0.47 19.1 16.6 14.8 (0.02) 0.03  

葛洲坝 增持 5.51 1.01 1.11 1.22 5.4 5.0 4.5 (0.02) 0.10  

  平均           9.3  8.2  7.4      

基建国企 

隧道股份 增持 5.79 0.63 0.71 0.79 9.2 8.1 7.3 0.00  0.08  

上海建工 增持 3.56 0.31 0.42 0.46 11.4 8.4 7.7 0.05  0.09  

粤水电 暂无评级 2.86 0.17 0.20 0.23 17.1 14.3 12.4 (0.01) 0.02  

安徽水利 暂无评级 4.16 0.46 0.53 0.59 9.0 7.8 7.1 (0.03) 0.03  

浦东建设 暂无评级 6.33 0.47 0.54 0.59 13.6 11.8 10.7 0.00  0.06  

山东路桥 暂无评级 4.60 0.59 0.68 0.78 7.8 6.8 5.9 0.01  0.11  

四川路桥 暂无评级 3.19 0.32 0.39 0.45 9.8 8.2 7.1 (0.01) 0.05  

  平均           11.1  9.3  8.3      

基建民企 

龙元建设 增持 6.37 0.60 0.72 0.83 10.6 8.8 7.7 (0.06) 0.05  

宏润建设 暂无评级 3.38 0.27 0.33 0.38 12.4 10.3 9.0 (0.02) 0.03  

宁波建工 增持 3.54 0.22 0.26 0.28 15.7 13.7 12.4 - - 

  平均           12.9  10.9  9.7      

设计咨询 

苏交科 增持 8.53 0.64 0.77 0.95 13.3 11.1 9.0 (0.01) 0.16  

中设集团 增持 11.15 0.85 1.07 1.31 13.1 10.5 8.5 (0.04) 0.20  

勘设股份 增持 19.12 1.93 2.28 2.62 9.9 8.4 7.3 (0.26) 0.08  

华建集团 增持 9.05 0.49 0.57 0.68 18.3 16.0 13.3 (0.00) 0.11  

  平均           13.7  11.5  9.5      

专业工程 

中国海诚 增持 8.02 0.51 0.61 0.70 15.8 13.2 11.4 (0.01) 0.08  

中化岩土 暂无评级 3.70 0.12 0.15 0.17 30.0 24.0 21.9 - - 

中国化学 增持 5.38 0.39 0.51 0.64 13.7 10.6 8.5 0.01  0.14  

东华科技 增持 7.16 0.28 0.39 0.48 25.8 18.5 14.8 (0.01) 0.08  

三维工程 暂无评级 3.77 0.08 0.08 0.08 47.4 47.4 45.2 - - 

  平均           26.6  22.7  20.3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图 4：建筑装饰行业相对 PE 低于历史均值  图 5：建筑装饰行业相对 PB 与历史均值接近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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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建筑装饰行业绝对 PE 低于历史均值  图 7：建筑装饰行业绝对 PB 低于历史均值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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