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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
5G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开年反弹“新基建”跃上风口
提起“基建”这个词投资者马上想到的就是“铁公
基”+房地产，但“新基建”却不是这些老旧概念，这个词
的出处是 2018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城际
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以及 5G、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
况下，如何“稳增长”就将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的重中
之重。此时的“新基建”概念就在央行的降准之声中翩
然而至。

罕见降准 风险偏好悄然升温
告别了 2018 年的“跌跌不休”，A 股在 2019 年的前四
个交易日呈现出上扬之势。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方面，岁末年初的定向降息、全
面降准等宽松政策进一步推动高风险偏好资金的持续
入市；另一方面，以特高压等概念为代表的基建投资的
升温，亦成为此轮 A 股开年反弹的推动力。
2018 年 12 月 19 日，央行创设被视为定向降息的定
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2019 年 1 月 4 日，央行宣布全面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并表示此举将
释放资金约 1.5 万亿。
决策层提全面降准，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此次罕见大幅降准及相关操作，净释放约 8000 亿元长期
增量资金，
可以有效增加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
贷款资金来源。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每年还可直接降低相
关银行付息成本约 200 亿元，
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实体经
济降成本。这些都有利于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
展。在此之前，
决策层更多是运用定向降准工具，
仅刚刚
过去的 2018 年央行调准三次共 2.5 个百分点。
在业内人士看来，央行货币政策不断倾向于宽松调
整，将进一步平抑市场的无风险利率，从而推动市场风
险偏好的抬高，诱使更多资金进入权益类市场。
央行降准，市场一片欢腾，
“新基建”概念引爆两市，
特高压、国防军工、量子通信、智能电网、高铁、5G，题材
股相继活跃，风范股份连续第七板成功封妖，带动两市
近 90 只个股涨停，
为近期最强。
市场最大的热点所在就是上述的“新基建”
概念。

新基建是什么？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2 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
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
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
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以“铁公机”为主导的传统基
础设施建设模式，
“新型基建”投资领域多为 5G、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和科技方向。
在 1 月 7 日的股市中，这一新概念的威力得到了显
现，按照数据显示 5G 概念板——这一板块内包含了 135
家相关上市公司——涨幅达到 4.01%。按照经济观察网
梳理，其中涨幅居前的企业多集中在射频、天线等基站

系统建设领域和网络优化、光电缆等网络架构建设领
域，包括春兴精工、东方通信、特发信息、欣天科技等。
在 5G 网络的整体搭建中，基站系统和网络架构被
认为走在前列，属于 5G 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其中
的基站系统。按照赛迪发布的《2018 年中国产业与应用
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预测，包括基站系
统、网络架构在内的 5G 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市场规
模将会超过 1.1 万亿。
基站系统是 5G 建设中先行板块，2018 年已经出现
个别城市的试点，2019 年预计将会更大规模的推开。基
站系统包括宏基站和小微基站，按照 4G 规模《白皮书》
预测 5G 宏基站建设将会达到 475 万个，小微基站预计将
会达到 950 万个。
从具体的产品、服务角度，基站系统主要涉及三个
板块，一是基站天线，一是基站射频，一是小微基站。在
涨幅居前的 5G 板块相关上市公司中均有体现。
春兴精工 1 月 7 日实现涨停，这是一家以精密铝合
金结构件、移动通信射频器件等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
司，其公司的通信结构件和射频器件业务在 5G 方面主
要集中于宏站滤波器领域，从低频到高频均有涉及。春
兴精工 12 月底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中表示公司 5G 订单已
经陆续投产。
盛路通信是一家以基站天线、微波通信天线、军工
电子等产品为主的企业，
在 7 日其股价涨幅达到 8.48%。
特发信息是 1 月 7 日又一家实现涨停的 5G 板块公
司，其主营业务为通信设备和光纤光缆。特发信息在
2018 年年中财报中表示 5G 的丰富应用“加速推动了光
通信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其董事长蒋勤俭在 2018 年
11 月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为迎接 5G 时代的到来，公司正
在东莞寮步实施的光纤扩产项目，预计明年一季度投
产。
在通信网络运营、网络优化领域，东方通信、富春股
份、三维通讯等公司涨幅居前。在 2017-2018 年间，由于
4G 网络建设高峰期结束，相关网络优化业务进入持续
稳定阶段，多家相关上市公司均提及了这一状况。但是
预计随着 5G 网络建设的铺开，相关业务会迎来新的增
长，富春股份在 2018 年年中财报中表示要紧紧抓住国家
5G 建设机遇。按照《白皮书》预测，网络规划运维将释
放 1300 亿的市场空间。

安信证券：
降准进一步利好基建融资
2019 年 1 月 2 日，中铁总，2018 年铁路各项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远超 2018 年年初
预 期 的 7320 亿 元 ，再 次 突 破 8000 亿 元 ，达 到 8028 亿
元。 2019 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度规模，优
质高效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目标，确保投产新线 6800
公里，其中高铁 3200 公里。
江苏省城际铁路和武汉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获批本
周 1 月 2 日，国家发改委批复《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铁
路建设规划(2019-2025 年)》，按照网络布局，江苏、安徽
两省将有序建设一批城际铁路项目。近期规划中，两省
将建设南京至淮安、南京至宣城等城际铁路项目，其中

江苏省内总里程约 980 公里。据悉，近期建设项目中江
苏段投资约 2180 亿元，涉及安徽省的项目，安徽段投资
约 137 亿元。
2019 年 1 月 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关于武
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2019—2024 年)的批
复》，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1469.07 亿元。最近一个月
时间内，多地区的轨交和铁路建设规划密集获发改委
批富，包括重庆、济南、杭州、上海、广西、山西、长春、江
苏和武汉等一共 9 个地区，总投资规模接近 1 万亿元。
之后随获批规划项目的正式落地开展，各区域轨交领域
的设计龙头及建设单位均有望受益。
安信证券指出,积极看好 2019 年基建增速的修复，
建议重点关注大建筑央企、地方路桥企业、生态园林企
业等投资机遇。
重点推荐：
1)基建任务主要承担力量、估值及信用优势显著、累
计调整幅度较深的大建筑央企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
国交建、中国建筑、葛洲坝等；
2)主要地方路桥建设企业，安徽水利、山东路桥等；
3)生态园林建设主要受益公司东珠生态(国家湿地
公园第一股，现金流好，负债率低，业绩确定性强)、岭南
股份(“园林+”典范，文旅大有亮点，订单成倍增长，业绩
持续释放，估值优势显著)等；
4) 民企融资政策主要受益公司，判断其因信用问题
导致的估值折价有望得到一定程度修复，建议关注苏
交科、东方园林等重要标的；

把握 2019 年
“新基建”
这核心主题
综合业内看法，这一轮的基建为“新基建”，这将是
2019 年的核心主题。
“新基建”
有以下几个方向：
5G 基站建设；从未来承接的产业规模来看，5G 将是
新技术中最值得期待的方向，我国重点发展的各大新兴
产业，如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企业上云、人工智能，远程
医疗等，均需要以 5G 作为产业支撑。全球加快布局 5G
的大环境下，国内 5G 建设落地速度有望比计划提前，相
关标的：光迅科技、中兴通讯、东山精密、深南电路、沪电
股份。
特高压；消息方面国家电网启动十大领域混改，特
高压领域首次的开放。包括持续推进装备制造企业分
板块整体上市；加快电动汽车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开
展信息通信产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特高压直流工程领
域引入社会资本；推进通航业务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
金融业务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进增量配电改革试点
落地见效；积极推进交易机构股份制改造；加大综合能
源服务领域开放合作力度等。国家电网向社会资本开
放特高压建设，打开了市场对行业前景的想象空间，特
高压输电是指以交流 1000 千伏及以上和直流正负 800
千伏及以上进行长距离输电，特高压输电的优势是高
效，特高压是我国原创、世界领先的重大电网创新技术，
其研发成功使我国首次在电网尖端技术领域站上了制
高点。对于特高压工程来说，技术等级高、资源优化配
置能力强、运营和收益稳定，以及投资金额较大，是其显
著特点。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城轨项目正如雨后
春笋般陆续上马！城轨建设将开启建设大。相关领域
及个股有，1）大基建央企具备估值低、龙头优势、中央主
导投资、国改预期等多方面优势：中国铁建、中国中铁、
中国交建等。
2）高潜力区域的基建龙头，云贵浙川粤鄂鲁投资体
量靠前，西南区域下半年以来增速反弹显著并且是脱贫
重镇：四川路桥、山东路桥、成都路桥、新疆交建等。
3）基建设计龙头：苏交科、中设股份、设研院等。
4）PPP 民企龙头：龙元建设等。
大数据中心；数据时代催生的必要需求而带来投资
机会的大数据中心和网络安全。大数据中心建设对于
日益增多的数字信息而言带来存储和应用的便利，受益
标的：宝信软件。网络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如何营造有
保障的网络环境再次成为关注焦点，相关政策出台和网
络建设有望加速，相关个股：深信服、中新塞克、中孚信
息、美亚柏科。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六人工智能、七工业互联网等
这几个板块就不详细梳理了。
（中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