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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产业与优势产能“走出去”有望再次成为

市场热点 

  

核心要点：   
 

 2015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次。 

 “走出去”是当前中国的大战略。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

1978 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

本文所说的“走出去”并不是泛指的“对外开放”，而是我国大规

模的对外投资。早期的对外开放以引进资金和技术为主，如今的对

外开放已经把“对外投资”作为重要内容。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其中一个

就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

步发生”。自 2008 年之后，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加，相比之下，我

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却增长缓慢。2013 年我国对外投资已经

与 FDI 的差距不到 100 亿美元。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4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 1195.6 亿美元，而对外投资规模

达到 140 0 亿美元左右，首次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意味着我国成

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走出去”战略是本轮蓝筹估值重构的重要动力。本轮蓝筹股上涨行

情启动于 7 月下旬，从时间上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高度一

致。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巧合。内在的原因是在这次峰会上，中国

全面阐述了中国走出去的大战略，通过成立金砖银行帮助金砖国家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国过剩的资本和产能寻找到了发展的空

间。于是，受困于国内发展局限的国内企业找到了提升估值的动力。 

 装备制造与工程承包将再次受到市场追捧。高铁受益于南北车合并

与“走出去”大战略，也成为市场的明星，核电、机床、工程机械、

重卡、电力设备等行业也有不错表现。随着国家“一路一带”战略

规划预期临近，“走出去”有望成为近期的市场热点和重要的主题

投资机会，可关注建筑工程、高铁、核电、工程机械、钢铁、有色、

建材、轻纺、通信、电力、船舶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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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2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

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次。 

一、“走出去”是当前中国的大战略 

（一）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 1978 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之一，但本文所说的“走出去”并不是泛指的“对外开放”，而是我国大规模的对外投资。 

早期的对外开放以引进资金和技术为主，如今的对外开放已经把“对外投资”作为重要内

容。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其中一个

就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数据表明，从 2008 年之后，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加，相比之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却增长缓慢。2013 年我国对外投资已经与 FDI 的差距不到 100 亿美元。 

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4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 1195.6 亿美元，而

对外投资规模达到 140 0 亿美元左右，首次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意味着我国成为资本的净输

出国。 

图 1：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已经超过 FDI 成为对外净投资国（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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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二）中国大规模“走出去”水到渠成 

从国内需求而言，中国需要在现阶段大规模“走出去”：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国内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投资需求逐渐下降，未来的



  

 

策略研究报告/专题策略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投资增速呈中长期下降趋势。 

第二，我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企业需要向外寻找发展空间。 

第三，从资源环境约束看，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环境无法容纳重化工业

的快速增长。 

第四，对当前而言，“走出去”战略实施还有助于中国经济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 

因此，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需要大幅增加对外投资，拓展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 

从可行性讲，中国也具备了大规模走出去的能力： 

第一，中国具有世界最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 2014 年 9 月的外汇储备达 38877 亿美元。

在过去两年间，中国主要的政策性银行就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至少发放了 1500 亿美元的贷款。

截止 2014 年 9 月，我国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余额为 8383 亿元。 

第二，从技术角度方面，中国现有的传统过剩产能并不是低端产能，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而言，这些产能和技术都是较为先进的，比如高铁、电力设备、工程机械、钢铁等等。 

从国际需求而言，发展中国家急需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 

中国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经验，对全球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很好

的学习榜样：通过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资金，通过大规模地基础设施及工业产能

投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加。当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以后，这些较为

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恰恰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 

从国际经验，日本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对外大投资给中国树立了榜样： 

尽管日本近些年 GDP 表现较差，但是得益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对外大投资，比如

向中国、东南亚、澳大利亚、南美等大量输出资本和产业转移，日本企业获得了大量的投资收

益，民众维持了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中国当前处于和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相近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面临相类似的对外投资的时间窗口。 

因此，大规模“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在 2014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一带一路”是中国大规模“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并不是全部，南美洲、非洲都存在大量的投资需求，都是中国大规模走出去的重要发展方向。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

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

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金融助力“走出去”，加快国家战略实施： 

金融支持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条件和保障。从 2010 年 10 月以来，尤其是今年 7

月份以来，中国在金融支持“走出去”方面出台了一些重大举措： 

2014 年 7 月 15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确定成立金砖银行，初始资金 1000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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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东盟峰会上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注册资本金 1000

亿美元； 

2014 年 11 月 4 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决定成立 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金。 

表 1：金融机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二、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的领域与方式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意义重大：对接相

关国家建设和发展需求，通过政府推动、企业主导，运用商业模式，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

势产能“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不仅是扩大国际投资经贸合作的重要机遇，

可以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也是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 

一是大力开拓铁路、核电等重大装备国际市场，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对外合作模式，探

索采取合资、公私合营等投资运营方式，为有需求的国家提供工程设计咨询、施工建设、装备

供应、运营维护等全方位服务，并通过国际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 

铁路与核电是我国装备走出去的最重要领域。我国高铁技术先进，成本较低，制造与运营

经验最丰富，在全球拥有最强的的竞争力，核电的技术水平和自主能力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如果能够在这两个领域大规模打开国际市场，抢占出口制高点，不仅能够带领其他产业如工程

设计、施工等走出去，而且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迈向“中高端”。 

在对外合作方式上，探索合资、公私合营等方式，有助于降低其他国家对我国“走出去”

的防备心理，能更好、更快的走进国际市场。这也与我国正在推进的“混合所有制”相呼应。 

二是以钢铁、有色、建材、轻纺等行业为重点，针对国际市场需要，支持企业利用国内

装备在境外建设上下游配套的生产线，实现产品、技术和合规标准“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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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有色、建材、轻纺等行业，我国产能过剩较为严重，但是这些产业的国内装备制造

能力非常突出，上下游配套能力强，这些产能并不是低端产能。不仅要将产品出口，还可以将

技术、标准一并输出。 

三是通过对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等，巩固通信、电力、工程机械、船舶等成套设备出

口。支持企业境外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提高跨国经营能力。 

通信、电力、工程机械和船舶等成套设备，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在研发能力、跨国经

营能力等方面还需要提高，因此，需要利用对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来拉动成套设备出口，

并实施海外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提高跨国经营能力。 

四是完善支持政策。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现有政策，立足长远支持一批重大项目。

按照市场原则，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支持企业在境内外发行股票或债券募集资金，发挥政

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为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提供合理的融资便利。 

在走出过的过程中，需要金融工具的大力支持。 

五是强化统筹配套。加强境外投资监管，规范企业经营秩序，坚决防止恶性竞争。建立

健全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强化风险防控，确保我国企业和公民在境外的安全。 

过去，在开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和声誉。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因此，

规范经营秩序，强化风险防控，就变得非常重要。 

六是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带动当地就业，加强人员培训，做好后续服务。把我国优

势产能和装备打造成国家新“名片”。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履行社会责任，与当地实现共同发展。 

三、“走出去”战略提升装备成长空间和估值水平 

（一）“走出去”战略是本轮蓝筹估值重构的重要动力 

本轮蓝筹股上涨行情启动于 7 月下旬，从时间上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高度一致。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巧合。内在的原因是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全面阐述了中国走出去的大战略，

通过成立金砖银行帮助金砖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国过剩的资本和产能寻找到了发展的

空间。于是，受困于国内发展局限的国内企业找到了提升估值的动力。 

2010 年到 2014 年 7 月，A 股蓝筹的估值水平被压到几乎全球最低。7 月 20 日，上证 50

指数、沪深 300 指数 TTM PE 分别只有 7 倍和 8 倍，银行只有 4-5 倍，就是因为从国内来看，

这些优质国企确实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一旦把发展的视野从国内拓展到全球，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就大了很多，并且这一

届政府的外交大战略配合超强的执行力，一些重大举措在不断实施进展之中，使投资者相信“走

出去”大战略具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被极度压缩的蓝筹低估值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如同弹簧，

压得越久压得越狠，反弹起来就越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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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走出去”战略对蓝筹的估值提升之外，还得益于国企改革和充裕流动性的帮助。 

7月份国资委选定 6家央企作为第一批国企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是本轮国企改革的核心，

国企股份让民营资本、管理层或员工持股，理论上价格不能低于净资产，否则就存在国有资本

流失的嫌疑。从博弈的角度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就需要将 0.5-0.6 倍市净率的蓝筹股估值

提升到 1 倍市净率以上。 

从流动性角度，居民资产配置向资本市场战略性转移为股市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信用交

易助推上升的速度和斜率。 

（二）装备制造与工程承包将再次迎来市场追捧 

从去年 7 月下旬到年底，建筑行业的涨幅仅次于券商，这主要得益于“走出去”战略实施

对估值的提升。 

高铁受益于南北车合并与“走出去”大战略，也成为市场的明星，核电、机床、工程机械、

重卡、电力设备等行业也有不错表现。 

随着国家“一路一带”战略规划预期临近，“走出去”有望成为近期的市场热点和重要的

主题投资机会，可关注建筑工程、高铁、核电、工程机械、钢铁、有色、建材、轻纺、通信、

电力、船舶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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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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