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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云桂疆值得重点关注 
— 一带一路策略专题报告 

 

研究结论 

 习主席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是全球化 4.0 背景下，为

我国解决工业过剩产能、获取资源、开拓战略纵深提升国家安全及主导区域

经济贸易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沿线 53 个国家、94 个城市，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

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直接资金来源将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

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此外人民币国际化也将与一带一路战略

互相推进。高铁核电建筑等产业已经具备产业输出技术优势，将成为最先受

益的行业， 

 我们分析认为，中亚和东盟是“一带一路”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是走出去的

最重要区域，虽然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但

新疆、云南和广西区域因为紧靠中亚和东南亚，未来在“一带一路”战略上

可操作空间相比更大。 

 一带一路主要受益公司主要从区域和行业属性两个维度来寻找。首先处于

“一带一路”战略节点地域的上市公司将直接受益，如边境地区的新疆、云

南、广西和东部沿海港口等。其次从行业属性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大部分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基建需求最为明显，因此大基建

行业（建筑施工、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钢铁建材）最先受益，同时战略推

行离不开金融支持，基础货物往来离不开港口铁路交通运输，后期实现互联

互通后的工业制造输出也就成为常态。 

 投资建议：“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细则还未正式出台，我们认为后续资本市

场对其高度关注将会持续，由于建筑高铁核电等受益行业个股涨幅较大，我

们建议关注被市场忽视的边境区域的上市公司标的，看好云南的云南城投

(600239，未评级)；广西的北部湾港(000582，未评级)、五洲交通(600368，

未评级)；新疆的青松建化（600425，未评级）、八一钢铁(600581，未评级)；

江苏的连云港(601008，未评级)。 

风险提示 

1、经济恶化趋势进一步扩大，2、相关大盘股短期涨幅较大有回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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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表 1：一带一路重点推荐组合标的 

区域 序号 代码 公司名称 简要理由 

云南 1、 600239 云南城投 云南省城投集团下属地产一级开发公司，投融资平台 

广西 
2 000582 北部湾港 广西最大港口码头上市公司 

3、 600368 五洲交通 广西省国资委下属公路上市企业，广西省融资平台 

新疆 
4、 600425 青松建化 南疆地区最大的水泥企业，兵团旗下，涉足煤炭有色电力等多领域投资 

5、 600581 八一钢铁 新疆区域钢铁龙头公司 

沿海 6、 601008 连云港 可能被“一带一路”规划确定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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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 4.0背景下的走出去战略 

1、“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过程 

 “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简称 OBAOR;或 One Belt One Road,简称 OBOR;或 Belt And 

Road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不是一

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

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

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习近平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战略构想。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

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

略倡议。2013年 10月 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

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2013 年 10 月，习近平在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

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表 1：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过程 

时间 事件 关键词 

2100年前和 600年
前 

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
贸往来。从２１００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６００多年
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
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
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 

历 史 沿
袭 

2013 年 9 月 7 日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
讲，首次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
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
议。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2013 年 10 月 3 日 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
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
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 

21 世纪
海 上 丝
绸之路 

2013 年 10 月 习近平在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
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倡议 

21 世纪
海 上 丝
绸之路 

2013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

拉紧相互利益纽带。 

推 进 一
路一带 

2014 年 5 月 21 日 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推 进 一
路一带 

2014 年 9 月 习近平开展了为期 9 天的中亚和南亚四国之行，其中，
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三国都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的重要站点。 

中亚、南
亚访问 

2014 年 10月 24 日 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 21 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 亚 洲 基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968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023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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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筹建
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
500 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 20% 

础 投 资
银行 

2014 年 11 月 8 号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该基金将“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
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丝 路 基
金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2、全球化 4.0 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 4.0版本中，中国有着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中国希望“以开放促改革”，

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更希望通过本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

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 

图 1：全球化 4.0的新框架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逻辑上，从贸易到投资到货币是递进的过程。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过剩产能和资

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

升。目标上，中国希望在维持国际经济老循环的同时，打开新循环：中国将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

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

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

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 G2的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

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

币。 

二、“一带一路”战略路线图 

“一带一路”“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沿线 53个国家、94个城

市，荷兰阿姆斯特丹这个港口城市是“一带一路”的首尾相接之处，一带一路到此闭合成为一个圆

环。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

元，分别约占全球的 63%和 29%，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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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资料来源：百度互联网资料 

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亚欧大陆，绵延 7000 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总人口近 30亿。以上合组织为

例，组织内的 6 个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5 个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印度、

伊朗、阿富汗）、3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土耳其、斯里兰卡）绝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东盟为重要支点，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

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

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 

表 2：海上丝绸之路所涉国家 

东盟 10 国 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菲律宾、
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新加坡 

 

南亚 6 国 东帝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
兰卡、马尔代夫 

 

西亚（8 国） 伊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科威
特、伊拉克、阿曼、也门 

 

东北非（7 国） 埃及、坦桑尼亚、肯尼亚、苏丹、莫桑比克、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表 3：一带一路对我国的意义 

1、消化过剩产能 通过“一带一路”开辟新的出口市场是好抓手。中国不仅有
过剩产能还有过剩外汇资产；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的基础设施建设欠缺，中国可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
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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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获取资源 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这些资源
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渠道单一。中国与其他重要
资源国的合作不深入，经贸合作未广泛有效展开，资源方
面的合作不稳定。“一带一路”新增陆路资源进入通道，对
于多元化获取资源显得重要。 

3. 开拓战略纵深和强化国
家安全 

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
容易失去核心设施。中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工业少，通
过“一带一路”加大对西部的开发，有利于战略纵深开拓和
国家安全。 

4、主导区域经济贸易 一带一路战略，能使中国对冲美国主导的 TPP(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伙伴谈判)，也有机会在
一带一路经贸中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权。如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将以中国内外港口为支点建设，推动各种规格
的自贸协定谈判，带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
中心，掌控国际贸易主导权，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 

资料来源：互联网信息，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4：地方筹划对接丝绸之路具体措施 

西北 5 省 

西南 4 省市 

东部 5 省 

2013 年 12 月末，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举行“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
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北 5 省区，重庆、四川、云
南、广西西南 4 省市区，还有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东部
5 省负责人被邀请 

江苏连云港 2015 年 1 月，连云港已出台了《关于推进 2015“一带一路”交汇
点建设的实施方案》。同时，江苏将举全省之力打造连云港这一“一
带一路”出海口。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先期启用集装箱物流场站，二期拟
于主体港区建设粮食泊位和筒仓工程，三期拟于新丝路国际物流园
区内联合打造集仓储、加工、贸易、中转于一体的中亚五国连云港
物流中转分拨基地。 

山东日照 日照被山东省确定为“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日照市将在港口、
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力，提高综合承载“一带一路”规划
的能力。 

新疆 2014 年 11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重大
方针、重大政策。 

甘肃省 2014 年 5 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
设总体方案》 

重庆 重庆 2015 年两会定于 1 月 18 日召开。作为“一带一路”以及长江
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城市，重庆将在两会期间谋划一批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群，实现“国家超大城市”定位。 

宁夏 宁夏已经成立了“一带一路”战略融资平台。作为我国最大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22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 13 家控
股子公司—华融西部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宁夏银川正式挂牌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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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2014 年 10 月 13 日，陕西省政府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俄罗斯
国家主权基金）、俄中投资基金（中俄跨国主权财富基金）、俄罗
斯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俄罗斯国家科技园）在俄罗斯莫斯科共同
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的合作备忘
录》。由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建设“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 

云南 2015 年 1 月中缅石油管道正式启动，云南打造多条出境交通要
道，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全力打造云南国际大通道 

河南 河南省刚通过的《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
要》指出，下一步要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升郑州、洛
阳主要节点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条件已经成熟 

1、资金需求来源-四大资金池 

直接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四大资金池：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通过支持所在区域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通信

管网、港口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实现资本输出。 

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战略”互相推进。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开支提供支持，随着产业

和资本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国门，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加速前行的步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

口占世界总人口六成，经济总量近三成，“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助于在这条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

走廊中形成“人民币区”。 

2、基建、高铁、核电等产业已具备产业输出技术优势 

中国已经完成城镇化建设的初级阶段，基建高铁核电等产业在城镇化建设中逐步得到了发展壮大，

中国的基建高铁核电龙头公司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列，规模和技术上均具有明显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工业技术落后，城镇化建设还刚起步的阶段，客观上有利于我国的优势

产业走出去、实现资本输出的要求。 

以中国高铁为例，高铁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根据国情、路情进行创新,建立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标准体系,短短数年间便在国内纵横东西南北,运营里程超万公里。与

国际同行相比,中国高铁不仅运营规模大,而且还具有系统技术全面、造价低、建设速度快等优势。 

鉴于中国高铁的出色表现,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时频频“推销”中国高铁技术和装备。中国建设的土

耳其“安伊高铁”已于 2014年正式通车,中国承建的南美第一条高速铁路委内瑞拉迪阿铁路正在施

工,另外还有数十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高铁协议或合作意向书,不仅包括亚非拉国家,而且包括美国、

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内容涵盖装备、技术转让和服务等。中国和泰国已经成立了中泰高铁联合研

究中心,还将在非洲设立高铁研发中心,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也希望与中国合作以共同推动高铁技术

进入美国。 

 

表 5：全球主要高铁厂商市占率排名（2013 年） 

 公司名称 全球市场份额 本土以外收入占比 

1、 中国北车 10% 5.99% 

2、 中国南车 9%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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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庞巴迪 6% 93% 

4、 阿尔斯通 4% 90% 

5、 西门子 3% 85% 

6、 川崎重工 0.8% 52% 

资料来源：德国 SCI Verkehr,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6：全球主要建筑厂商收入规模排名（2013 年） 

排名 公司名称 

1、 VINCI,Rueil-Malmaison，法国 

2、 BOUYGUES,Paris，法国 

3、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4、 HOCHTIEF AG,Essen,德国 

5、 Grupo ACS,Madrid,西班牙 

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7、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8、 Skanska AB,Solna,瑞典 

9、 Bechtel，San Francisco，Calif，美国 

10、 KACHI Constraction and Development Co.Ltd,中国 

资料来源：美国《Engineering News-Record》杂志，东方证券研究所 

3、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反响积极正面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表示，据初步测算，2014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

家或地区进出口双边贸易值接近 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7%左右，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四

分之一。 

根据公开报道，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巴基斯坦、老挝、缅甸、东帝汶、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

度等国元首或政要都已明确表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促进经贸往来和互联互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为深入区域经济合作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是中国为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采取的又一重大行动。在筹建亚投行的第三

次多边磋商会 6月 10日在上海举行，当时来自 22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参与，就筹建亚投行达成多方

面共识。 

《人民日报》7月刊文指出，“一带一路”与土库曼斯坦的“强盛富民”时代目标对接，同哈萨克

斯坦的“2050 年发展战略”呼应，同乌兹别克斯坦的“福利与繁荣年”规划共鸣，同吉尔吉斯斯

坦的“国家稳定发展战略”交会。 

四、云南、广西、新疆边境地区的可操作空间巨大 

1、与中亚和东盟对接是一带一路关键点 

http://gov.hexun.com/cust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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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和东盟是一带一路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是走出国门的最重要区域，虽然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积极

响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但我们认为新疆、云南和广西区域因为紧靠中亚和东南亚，未来在一带

一路战略上可操作空间较大。 

2、云南-连接印度洋战略通道，西南开放桥头堡 

云南建设成为连接印度洋战略通道，沟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成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西南方向的重要支点。 

云南已明确“一带一路”方案，云南功能定位有 5个，分别为：云南是一带一路连接交会的战略支

点，是沟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通道枢纽，是承接重大产业转移和产业聚集的基地，是与南亚、东

南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是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 

云南要打通连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可以有以下两种路线。一是云南—缅甸—印度洋国际大通道。

即构建从中国腹地出发，经过云南、缅甸进入印度洋，二是云南—老挝—泰国—印度洋；。云南省

正争取早日打通 4条出境通道：昆明至泰国曼谷公路通道中的云南境内段 2017年将全部建成高速

公路。而境外段中，老挝境内有 229公里，已全线改造完成，大部分为东盟国家二级标准；泰国境

内有 890公里，也全部实现高速或高等级化。昆明至越南河内公路通道的云南境内段（昆明-河口）

里程长 400公里，已全面建成高速公路；昆明至缅甸皎漂公路通道，今年年底昆明至皎漂通道云南

境内段全部建成高速公路；昆明至印度雷多公路通道，路线全长 1249 公里。 

 

中缅油气管道是继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之后的第四大能源进口通道。它包括原

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可以使原油运输不经过马六甲海峡，从西南地区输送到中国。中缅原油管道

的起点位于缅甸西海岸的马德岛，天然气管道起点在皎漂港。2013年 9月 30日，中缅天然气管道

全线贯通，开始输气。2015年 1月原油管道开始启用。 

中缅油气管道总体上是气、油双线并行，从皎漂起，经缅甸若开邦、马圭省、曼德勒省和掸邦，从

缅中边境地区进入中国的瑞丽，再延伸至昆明。管道全长约 1100 公里，预计管线总投资约为 20

亿美元。油气管道初步设计输油能力为每年向中国输送 2200 万吨原油、12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天然气主要来自缅甸近海油气田，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 

图 3：中缅油气管道路线图 

 

 

 

 

 

 

 

 

资料：百度百科，东方证券研究所 

3、广西-海陆双线互动一带一路 

广西陆地边境线长 1020公里，海岸线长 1595公里，是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的省份。由于具有与东

盟海陆相接、地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地带的独特区位优势，广西将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门户和枢纽 

广西交通运输厅官网报道，交通运输部“一带一路”专项调研组 2014 年 10月 22日已赴广西东兴

与凭祥口岸实地考察，了解广西与周边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讨论了未来口岸基础设施建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9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7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678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480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7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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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信息化、运营管理和发挥综合运输优势等方面事宜。在自贸区战略加速实施与“一带一路”战

略积极布局的背景下，坐拥防城港与凭祥口岸资源的北部湾港、五洲交通等企业，将迎来大发展的

良机。 

北部湾港主营集装箱、杂货、散货运输和客运码头等港口业务。公司通过向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港

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属码头泊位资产，目前已成为了拥有北部湾三港共计 46 个万吨级以上码

头泊位的大型商贸港口企业。五洲交通主营公路的经营与管理、物流贸易、房地产开发。作为北部

湾地区唯一的陆地物流上市公司，此前已与广西交通管理局共同出资在凭祥市兴建了东盟自贸区凭

祥物流园 

3、新疆-中亚丝绸之路关键节点 

相比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另外四个省区，新疆具有更为突出的地缘优势。

拥有占中国陆地四分之一的边境线，与周边 8个国家接壤；拥有国家口岸 15个，省级口岸 12个，

具有全方位开放的地缘优势。 

目前，一些项目已经先行一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将申报亚欧经贸合作试验区。与此同时，新疆还

在谋划综合保税区群。今年年初，新疆南部首个综保区——喀什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十部委联合验

收，成为新疆第二个、南疆首个正式封关的综合保税区。 

 

四、投资建议 

1、“一带一路”利好的行业和个股梳理 

一带一路主要受益公司主要从区域和行业属性两个维度来寻找。首先处于一带一路战略节点地域的

上市公司将直接受益，如边境地区的新疆、云南、广西等。其次从行业属性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大部分为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城镇化程度较低，基建需求最为明显，因此大基建行

业（建筑施工、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钢铁建材）最先受益，同时战略推行离不开金融支持，基础

货物往来离不开港口铁路交通运输，后期实现互联互通后的工业制造输出也就成为常态。 

 

 

 

 

 

 

 

 

 

 

图 4：一带一路战略受益区域及行业分析 

 

 

 

 

新疆 云南 广西 

内陆边境省份 沿海港口 

连云港 
北部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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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这些区域或行业中只有规模较大、竞争实力较强的行业龙头才有能力走出国门开展业务，这些龙头

公司才是真正的受益标的。我们筛选了区域或行业可能受益的公司列表。 

 

表 7：一带一路受益上市公司列表 

受益维度 区域或行业 一带一路受益上市公司标的 

区域划分 

新疆 
青松建化、北新路桥、天山股份、新疆城建、友好集团、西部建设、
国际实业 

云南 云南城投、云投生态、丽江旅游、云煤能源、云天化 

广西 北部湾港、桂林旅游、柳钢股份、柳工、南宁百货 

沿海港口 连云港、北部湾港、天津港、日照港、盐田港 

行业划分 

建筑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建筑、中国电建、葛洲坝 

工程机械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机械、山推股份 

铁路设备 中国南车、中国北车 

核电设备 上海电气、东方电气、中国一重、中国西电 

电力设备 特变电工、平高电器 

钢铁建材 海螺水泥、宝钢股份、武钢股份 

港口铁路 连云港、唐山港、盐田港、北部湾港、天津港、上港集团 

金融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浦发银行 

工业制造输出 格力电器、美的集团、中兴通讯、三安光电、海康威视、大华股份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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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带一路”看好个股标的 

由于建筑工程机械等收益行业个股涨幅较大，我们建议关注被忽视的边境区域的上市公司标的，看

好云南的云南城投；广西的北部湾港、五洲交通；新疆的青松建化、八一钢铁；东部沿海的连云港。 

表 8：一带一路重点推荐组合标的 

区域 序号 代码 公司名称 简要理由 

云南 1、 600239 云南城投 
云南省城投集团下属地产一级开发公司，投
融资平台 

广西 

2 000582 北部湾港 广西最大港口码头上市公司 

3、 600368 五洲交通 
广西省国资委下属公路上市企业，广西省融
资平台 

新疆 
4、 600425 青松建化 

南疆地区最大的水泥企业，兵团旗下，涉足
煤炭有色电力等多领域投资 

5、 600581 八一钢铁 新疆区域钢铁龙头公司 

沿海 6、 601008 连云港 
可能被“一带一路”规划确定为新亚欧大陆桥
经济走廊节点城市。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风险点仍然关注两点，一、经济继续下滑且经济增速下跌超出经济底线。如果经济基本面进一步下

行超出政府的底线，对市场冲击将是巨大的；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确定，市场迎来了

一波快速上涨的行情，中字头的低估值蓝筹短期涨幅较大，而这些大部分都是“一带一路”的受益

个股，短期内不排除有回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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