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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落实十二五目标，推动高铁走出去 
 
■2014 年铁路建设完美收官，新线投运里程创历史新高。1 月 29 日中

铁总公司召开 2015 年工作会议上指出：1）2014 年，我国铁路建设完成投资 8,088

亿元，同比增长 21.8%；2）全年铁路新线投运 8,427 公里，我们测算高铁新线

投运超过 5,000 公里，高铁及铁路投运新线里程创历史最高，截止 2014 年底，

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1.2 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 1.6 万公里，超过了全世界

高铁里程的一半；3）客货运输改革取得重要突破，旅客发送量 23.2 亿人，同

比增长 12%，其中，动车组运送旅客超过 8 亿人次，占旅客发送总量的超过 34%。

同时，京沪高铁运营 3 年即首次实现盈利，在世界高铁运营史上尚属首次。 

■2015 年确保完成十二五建设目标，进一步深化多项改革。会议再次

重申 2015 年确保完成“十二五”铁路建设任务。要完成这一目标，我们测算

2015 年新线投运超过 8,000 公里，其中高铁将建成包括合福铁路、郑徐客专、

长昆客专贵阳以东段、成渝客专等重大线路，总里程超过 4600 公里。2015 年

铁路计划完成投资 8,000 亿元，根据以往经验，中铁总预计年内将连续上调投

资额，铁路投资有望再次刷新历史新高。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

发展铁路建设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铁路建设，采用融资租赁、保险资金债

权计划等融资方式为铁路建设筹措资金。 

■国家战略推动中国高铁加速“走出去”，国际市场打开行业成长新

空间。中国高铁走向海外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务院多次举行会议部署

多项措施支持中国高铁等装备制造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根据国际铁路联盟统

计，全球未来规划建设高铁里程超过 3 万公里，国际市场空间大。而中国高铁

在建设成本、运营经验、运营速度、技术标准整合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提供

从工程设计、建造、设备制造及运营管理整套解决方案，能够在全球高铁建设

中，中国高铁有实力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新线投产及高铁客运量上升带动通车密度上升，高铁国内市场旺

盛。十二五末，包括区际快铁、城际铁路及既有线提速所构成的快速铁路网建

成，高铁新线投运带动未来动车组需求增加。而高铁客运量快速增长带来既有

线路通车密度提升。同时，未来在海外市场寻求突破，将带来铁路设备更大的

需求增量，行业将继续维持高景气。 

■重申行业“领先大市-A”评级。未来两年，新线投产和车辆加密的拉动，

国内设备需求稳定。改革开启铁路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加

快中国高铁开拓海外市场，打开行业增长新空间，重申行业“领先大市-A”评

级。后续铁路板块的机会集中于三个方面：海外进展顺利带来估值的提升、十

三五规划能否超预期、以及动车组整车和零部件国产化加速，持续重点推荐中

国北车/中国南车。同时重点关注高铁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的南车时代电气（H）、

博深工具、宝利来、太原重工、晋西车轴、晋亿实业、轴研科技、康尼机电。  

■风险提示。国内铁路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南北车合并审批的风险；

海外高铁建设进程缓慢，出口市场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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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4 年我国铁路新线投运 8427 公里  图 2：2014 年全国铁路投资同比增长 21.8% 

 

 

 

数据来源：中铁总公司，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中铁总公司，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3：2014 年我国高铁里程 1.6 万公里  图 4：2014 年我国高铁新增里程创出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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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5 年计划开通的高铁线路 

高铁线路 开工时间 通车里程 车站数 时速 km/h 预计通车时间 

大西铁路原平至太原段   93       

宁安铁路   257   250   

合福铁路   808   250   

成渝客专   308   250   

郑徐客运专线 2012 年 12 月 26 日 361.9 9 350 2015 年底 

沈丹客运专线 2010 年 3 月 207   250 2015 年 8 月 

长昆客运专线贵阳以东段   696   250 2015 年 5 月 

吉图珲铁路 2010 年 10 月 359   250 2015 年 10 月 

津保铁路天津至霸州段   181   250 2015 年 

汉孝城际铁路 2009 年 3 月 61.8 10 200 2015 年 

东莞至惠州城际铁路   96.9   200   

长株潭城际铁路 2010 年 6 月 96 21 200 2015 年 

哈齐客运专线   286     300 2015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   299.18   250   

赣龙高铁   249     200 2015 年 9 月 

宁安城际铁路   264     250 2015 年 6 月 

合计   4623.78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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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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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