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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长三角一体化”，远不只是淀山湖！  

 

[Table_Summary] 事件：5 月 13 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会议指出：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

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

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要树立“一体化”意

识和“一盘棋”思想，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一体化建设，强化创新驱动，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产业链水平。 

 

如何理解“长三角一体化”内涵，至少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而

远不只是市场传言的“淀山湖示范区”： 

 

1、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最高使命，即建立国

内服务经济的制高点，向全球区域经济最强进取。经我们研究表明，

以“自贸区+自由港”为基础的金融、贸易、物流等组合服务经济体

系的建设，是国家战略寄于长三角 “高质量”发展所在。这是第一位。 

2、 “一体化”的基础是交通一体化，首要是港口一体化，以及铁路

公路网络一体化，空港分布一体化，通讯一体化等。在新的历史阶段，

以对外开放为核心驱动的国际贸易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竞争制高点目标

的一体化，首要是港口的一体化，这是第二。 

3、 科创示范区是今年强化创新驱动的重点落地项目之一，所谓的淀

山湖就是要创建科创示范区。这是第三。 

4、 第四，是（对民）服务体系的一体化，至少在区域内，类似于社

保和医保等为民服务的体系，应当尽快建立一体化的示范样板。 

  

总体上，本次“长三角一体化”对应着往年的大湾区一体化，京津冀

一体化，都是国家最发达区域经济的国家战略。今年的战略更具高度

和更具愿景！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情况低于预期，宏观经济下滑。 
 

[Table_CompanyFinance] 重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重点公司 现价 
EPS PE 

评级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上港集团 7.80 0.44 0.49 0.53 17.7 15.9 14.7 买入 

宁波港 4.76 0.22 0.25 0.30 21.6 19.0 15.9 买入 

华贸物流 9.83 0.32 0.39 0.44 30.7 25.2 22.3 买入 
 

[Table_Invest] 
  

 优于大势 
 上次评级： 同步大势 

   

 

[Table_PicQuote] 历史收益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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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8.58% 12.42% -11.84% 

相对收益 -0.56% 4.42% -6.57% 
 

[Table_IndustryMarket] 行业数据 

成分股数量（只） 128 

总市值（亿） 25049 

流通市值（亿） 17004 

市盈率（倍） 14.66 

市净率（倍） 1.44 

成分股总营收（亿） 25319 

成分股总净利润（亿） 1160 

成分股资产负债率（%） 56.49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交运行业周报:上海将提升开放水平，快递

维持高景气》 

2019-05-12 

《交运行业周报:五一旅游需求旺盛，关注航

空和自贸区改革》 

2019-05-05 

《交运行业周报:油价反弹遇挫利好航空，自

贸港探索有望加速》 

2019-04-28 

《交运行业周报: 把握航空旺季弹性，关注

一带一路峰会》 

2019-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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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瞿永忠，东北证券研究咨询分公司总经理助理。10年实业工作经验，深厚铁路、供应链物流和制造业工作经验。从业经验8

年，荣获多次新财富、金牛奖和水晶球最佳分析师。负责交运和战略新兴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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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制作并仅向本公司客户发布，本公司不会因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

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反映本公

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不保证所包含的内容和意见不发生变化。 

 

本报告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

何人的证券买卖建议。本公司及其雇员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及其雇

员对任何人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不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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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

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须在本公司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本报告的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本报告及相关服务属于中风险（R3）等级金融产品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A股股票、B股股票、股票型或混合型公募基金、

AA级别信用债或ABS、创新层挂牌公司股票、股票期权备兑开仓业务、股票期权保护性认沽开仓业务、银行非保本型理财

产品及相关服务。 

 

若本公司客户（以下称“该客户”）向第三方发送本报告，则由该客户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提醒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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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本报告遵循合规、

客观、专业、审慎的制作原则，所采用数据、资料的来源合法合规，文字阐述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观点，报告结论未受任何

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 

投资 

评级 

说明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5%至 15%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介于市场基准-5%至 5%之间。 

减持 在未来 6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5%至 15%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15%以上。 

行业 

投资 

评级 

说明 

优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超越市场平均收益。 

同步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与市场平均收益持平。 

落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落后于市场平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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