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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灣區經濟新機遇——粵港澳大灣區系列（1）
核心結論：①以東京、紐約、三藩市為代表，灣區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規模效
應下創新經濟興盛。②粵港澳合作階梯式邁進，大灣區國家戰略接力珠三角地方規劃，三地協同發
展形成對外開放新高地。③政策不斷推進中，片區改造、交通設施、港口航運、產業合作多角度挖
掘投資機會，策略與行業構建大灣區組合。
經濟新引擎：灣區經濟。灣區經濟是指依託世界級港口（群），發揮地理和生態環境優勢，背靠廣
闊腹地，沿海灣開放創新、集聚發展，具有世界影響的區域經濟。具有高度開放、創新引領、宜居
宜業、區域協同四大特徵。從歷史角度看，灣區經濟發展形態演變主要經歷了港口經濟、工業經濟、
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四個階段。粵港澳大灣區與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相比，是當前世
界上面積最大（5.6 萬平方公里）、人口最多（6765 萬）的灣區，經濟總量（15 年 1.24 萬億美元，
第三位）及人均 GDP（2015 年不足 2 萬美元，第四位）排名較後，發展潛力巨大。產業結構看，
粵港澳大灣區第三產業占比最低，僅為 55.6%。
粵港澳大灣區的前世今生。粵港澳區域合作前後經歷了“前店後廠”的粵港合作 1.0 時代、服務業
為主的粵港合作 2.0 時代、宏觀戰略導向的粵港合作 3.0 時代。粵港澳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區之一，
2016 年，粵港澳大灣區 GDP 總值為 9.35 萬億元，占全國 12%（包含港澳），對外貿易總額近 12 萬
億元。粵港澳地區擁有世界級的海港群，高速通車總里程將達到 7673 公里，擁有 5 座幹線機場，
城際軌道交通通車里程已經達到 350 公里。粵港澳科技創新實力突出，粵港澳大灣區 11 城區位分
工明確，優勢互補。
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展望。2017 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規劃接力珠三角發展規劃，有望成為未來十年泛珠三角地區的頂層設計。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
的加入讓原本省內一體化戰略升級為國家規劃下的三地跨制度合作，這標誌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到
一個新階段。與“雄安新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是在歷經改革開放 30 年三地經濟發展，
為實現區域間經濟協同發展，激發經濟新動能而設立的，其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實現三地互利互補，
協同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投資機會。4 月 11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今年中央將研究制定出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發展規劃，而根據人民網消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可能於下周率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多
個城市，預計 6 月底前就大灣區規劃發展事宜向發改委提交意見。結合 16 年 3 月《國務院關於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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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粵港澳大灣區的投資機會可能有以下投資機會：交通基礎設施
對接、港口航運中心建設、片區功能改造與產業集聚、產業合作升級等，策略與行業合作，精選粵
港澳大灣區個股組合。
風險提示：政策推進不及預期，經濟超預期下行。

大市導航
建築工程：粵港澳大灣區加速推進，建築股再迎區域主題催化
高層重視，粵港澳大灣區有望加速推進。李克強總理在 2017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推動
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4 月 11 日李克強在會見香港新
任特首林鄭月娥時再次表示，2017 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高層多次表態
且明確提出 2017 年的時間點，預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有望提速。
擴大開放、深化改革，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源動力。與雄安新區相比，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有以
下三點不同：1）發展源動力不同：雄安新區定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發展動力源於北京企業轉
移等政策性力量；粵港澳大灣區是進一步將開放區域由深圳、珠海特區向珠三角內陸延伸，發展動
力更多來源於擴大開放、接軌國際、深化改革的市場化力量；2）基礎不同：雄安新區原先經濟基
礎薄弱，是從無到有的發展；而粵港澳大灣區 2015 年 GDP 達到約 13000 億美元，經濟總量已不遜
于三藩市灣區；3）目標不同：雄安新區是疏解首都功能、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戰略；粵港
澳大灣區是通過擴大開放、提升地區輻射能力、使珠三角成為“海上絲路”橋頭堡和深化改革、促
進珠三角地區完成產業升級的重要部署。因此，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將：更加注重區域內城市間
的協同，催生城際交通的建設投資；更加注重產業升級、創新服務能力的提升，促進城市改善生態
人居環境、增強吸引高素質人才的能力。同時港澳地區高端服務業的輻射和外溢效應，也將催生珠
三角內陸城市高端商務區的發展。
珠三角 11 城協同發展，基建、軌交有望率先獲益。我們認為，未來大灣區規劃將有望加大區域內
高速公路、城際鐵路、軌道交通、通航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資，從而拉動與基建建設、軌道
交通相關的市場需求。本土基建龍頭粵水電近期與中國鐵建等公司組成聯合體拿下珠三角城軌廣佛
環線 63.17 億大單（其中公司施工合同金額達 8.4 億元，占 2016 年營收 12.8%），公司其他水利工
程及市政工程項目亦主要在廣東省境內，區位優勢與資源優勢明顯，邊際受益較大，建議關注。此
外，國內基建、軌交龍頭中國交建、中國中鐵、中國鐵建等建築央企也將受益。
改善人居生態環境增強吸引力，園林裝飾亦將受益。以連接港澳、接軌國際、實現產業升級為目的
的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生態環境和城市建設與國際一流都市仍有差距。提升城市人居環境增強對人
才吸引能力、升級城市建設加強對高端產業接納能力的需求，將有望催生對區域內城市對生態人居
2

環境改善和公共服務設施、創意創新空間和高端辦公區域的投資。我們認為本土園林企業中具備綜
合生態環保和市政建設能力的棕櫚股份、鐵漢生態、文科園林都將受益，建議關注；國內領先的本
土裝飾龍頭廣田集團亦將受益城市核心區域升級建設。
投資建議。粵港澳灣區是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重要戰略，其加速推進有望催化建築相關公司
估值。我們建議關注受益比較明顯且估值相對合理的本土基建龍頭粵水電；綜合實力較強的本土園
林企業棕櫚股份、鐵漢生態、文科園林；業內領先的本土裝飾龍頭廣田集團；國內基建與軌交龍頭
中國交建、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國電建等。
風險提示。灣區規劃協同發展不及預期，政治經濟偶發性風險。

機械工業：中車公佈 111.4 億海外車輛合同，“一帶一路”帶中國軌交產業鏈走向世界
17 年 4 月 11 日中車公佈 5 筆海外合同公告，其中 3 筆來自美國的地鐵和客車，金額共計 73.1 億人
民幣，2 筆來自一帶一路高鐵項目，金額共計 38.3 億人民幣。車輛合同金額共計 111.4 億人民幣。
中車在美國地鐵集中中標和一帶一路中馬來西亞動車組合同的落地，體現了中國軌交在海外的競爭
優勢，預計未來前期規劃的市場格局有望逐漸打開。
近來國內軌交行業海外佈局和戰果不斷：中國中車在美國地鐵訂單不斷，一帶一路動車組訂單落地；
春暉股份管理團隊收購世界最大的軌交車輪輪對製造商——德國 BVV；鼎漢技術完成對 SMA RT
的收購，標的擁有全球領先的地鐵和有軌電車輔助電源技術和優秀的客戶資源。預計中國軌交產業
鏈將逐漸從中國市場走向海外。
短期來看，我們看好地鐵和機車等產品海外訂單的持續超預期，長期來看，高鐵專案的成系統輸出
或將提振高鐵車輛的長期需求空間。
臨近 2017 年 5 月份“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我們認為高鐵作為走出去最早、體系最成熟的出口高
端製造產業，專案有望加快落地速度，提供板塊主題性催化劑。從產業鏈角度，我們建議關注整車
廠中國中車，零部件公司建議關注春暉股份、康尼機電、鼎漢技術、永貴電器等優質國產化標的。
風險提示：海外市場投資不及預期，中國標準動車組推廣不及預期。

交通運輸：首都機場免稅招標超預期，浦東、深圳機場預期升溫
事件：首都機場免稅招標專案重磅開標，中免集團以首年保底租賃費 8.3 億元+提成比例 47.5%在
T2 標段勝出，珠免集團以首年保底租賃費 24.95 億元+提成比例 47%在 T3 標段中勝出。最終首都機
場免稅經營權的歸屬還要結合各投標單位的專業技術得分，由首都機場（及其招標公司）另行公佈。
3

中國免稅行業即將迎來新時代。隨著人均收入水準的提升和民航大眾化，機場輸送量出現了超預期
的增長。但機場免稅簽約時間一般較長，首都、浦東機場免稅店上輪簽約 10 年，而此前制定的機
場扣點率較低，首都、浦東機場僅為 20%-25%，遠低於國際成熟機場的 40%以上。因此，我國的機
場特別是國際性樞紐機場沒有充分享受到：“旅客輸送量爆發-->免稅收入猛增-->非航收入大漲”
這一路徑帶來的收益。隨著去年進境免稅店開閘和首都、上海機場免稅店經營權相繼到期，我國機
場免稅經營權租金市場化趨勢勢不可擋，我國免稅行業即將迎來新時代。
首都機場新招標帶來超高利潤彈性。據穆迪報導，2015 年首都機場免稅收入為 6.61 億美元（41 億
元），我們預計 2017 年將達到 50 億元。首都機場 T3 航站樓面積是 T2 航站樓的 3.2 倍，國際旅客
占 75%，預計 T3 航站樓免稅收入占 75%，T2 航站樓免稅收入占 25%。首都機場免稅收入占特許經
營收入中零售收入的 90%，2015 年首都機場零售收入為 10.94 億元，據此推測，2015 年免稅收入貢
獻為 9.85 億元，進而 2015 年扣點率為 24%。經過我們的測算，按照提成的收入遠不及租金收入，
因此，首年按照租金收入計算淨利潤。我們預計新招標方案將帶來淨利潤彈性為 38.9%。
浦東、深圳機場新一輪免稅招標值得期待。浦東機場日上免稅店預計 2018 年初將進行招標。2016
年首都機場、浦東機場免稅店國際旅客分別為 2600 萬、2700 萬人次，我們預計，浦東機場免稅招
標扣點率不會低於首都機場，按照 50%扣點率計算且從 2018 年第二季度開始貢獻利潤，淨利潤彈
性為 28.8%。深圳機場預計今年上半年將完成招標，下半年貢獻利潤增量，按 35%扣點率計算，粗
略估計淨利潤彈性為 18.7%。我們看到了首都機場和白雲機場在招標時的不同方案，首都機場是
“保底租金+提成”、白雲機場是“保底收入+提成”，但我們無法估計免稅集團在搶奪機場免稅經
營權時會給出多少溢價。所以在測算時，我們是按照“確定收入+提成”來計算的，若按照“保底
租金+提成”則淨利潤彈性更高。
投資建議：根據我們測算，上海機場、白雲機場、深圳機場、廈門空港對於內航內線收費改革的淨
利潤彈性分別為 5.7%、2.1%、16.7%和 14.1%，考慮到實際淨利潤增量只有三個季度，修正後淨利
潤彈性分別為 4.3%、1.6%、12.5%和 10.6%。
深圳機場受益最大。我們預計本次機場集中招標將對首都、浦東、深圳機場帶來利潤彈性分別為
38.9%、28.8%、18.7%。
我們推薦 A 股中免稅招標彈性最大的上海機場，以及受益內航內線改革最大和免稅招標受益股深
圳機場。
風險提示：浦東、深圳機場免稅招標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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