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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情景下，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渗透斜率可更陡峭 

——建筑和工程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行业深度  

      ◆钢结构仍为新兴产业：钢结构是成熟行业，但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住宅

仍是新兴产业。以盖特纳曲线为印证，资本市场对于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的认知有过较大波动，但这并未妨碍行业规模的稳步增长。现阶段，钢

结构装配式建筑/住宅仍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引导与支持。 

◆钢结构装配式的造价有优化空间：目前刚性造价（钢材、商砼、人工）

被认为是限制推广的主要矛盾，但同时需要注意到随着产业链配套的成

熟、工程组织模式的变革，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造价有大幅优化的空间。

以某住宅项目为例，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造价已较 PC预制件有一定优

势，但内外装环节成本仍偏高。此外，设计环节的深度优化也可以降低

总体造价成本，但这需要工程组织模式的变革（EPC）。2019年以来部

委及地方配套支持政策陆续出台，除了提出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目标

之外，就产业配套等相关问题也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及方案，或将解决

行业良性发展的痛点。 

◆地产商视角下，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经济性的来源：1）得房率高，或可

提高单价/或作为亮点吸引消费者；2）工期短，新开工->销售资金回笼的

周期缩短，可降低融资需求；3）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前端造价有较大优

势，可以降低地产商即期支付压力。 

◆三种情景下，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渗透斜率可更陡峭。住宅领域全面推广

钢结构装配式尚需耐心，相关配套的完善仍待时日。如果出现如下情景，

则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推广的主要矛盾将发生变化，推广斜率可更陡峭：1）

劳动力短缺加剧；2）地产销售快速回暖，房企抓紧补库；3）房企资金压

力增大，通过钢结构技术路径降低即期刚性支付压力。 

◆投资建议：目前 A股钢结构上市公司各具特色，战略侧重方向亦有不

同。重点推荐：鸿路钢构，钢结构制作环节龙头，竞争优势显著，现金

流持续好转；推荐：精工钢构，GSB技术体系有亮点，装配式总装产能

持续扩张，EPC带动产业角色变化；东南网架，公共建筑领域有项目优

势，医院类钢结构建筑为其重要突破口，同时也受益于 EPC模式推进；

建议关注：杭萧钢构，正推动线上线下平台对产业链的整合，同时也受

益于 EPC模式推进；以及富煌钢构，房建总承包特级资质，受益于 EPC

模式推进。 

◆风险分析：下游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配套不及预期 

证券 

代码 

公司 

名称 

股价 

（元） 

EPS（元） PE（X） 投资 

评级 18A 19E 20E 18A 19E 20E 

002541 鸿路钢构 15.30 0.79 1.03 1.27 19 15 12 买入 

600496 精工钢构 3.96 0.10 0.22 0.27 40 18 15 买入 

002135 东南网架 9.10 0.17 0.26 0.38 55 35 24 买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股价时间为 2020年 4月 8日 

注：东南网架 19年数据为已披露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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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标”到“落地”，坚定看好住宅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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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聚焦 

研究背景 

市场对于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能否大规模推广仍有质疑，认为其主要矛盾在于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的静态造价偏贵。在此，我们以地产商视角来考虑钢结构

装配式住宅经济性的来源，并判断在三种情景下，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住宅渗

透斜率会更为陡峭。 

我们区别于市场的观点 

市场认为钢结构建筑是成熟行业。我们承认钢结构是成熟行业，但钢结构装

配式建筑/住宅仍是新兴产业。以盖特纳曲线为印证，资本市场对于钢结构行

业认知确有波动，但从产业趋势观察，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渗透率持续提升为

不争的事实。当然，过去几年钢结构的发展并未享受到装配式建筑推广带来

的红利，但这已在 2019年发生重大的变化（参见前期外发报告）。 

 

市场关注钢材、商砼及人工价格变动趋势，并将其作为行业推广的主要矛盾。

我们认可刚性造价的重要性，也强调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将会在刚性造价上显

现优势。另一个维度，我们提出随着产业链配套成熟以及工程组织模式的变

革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造价有较大的降低空间。同时，我们也提出，以地产视

角看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经济性，将不局限在造价环节：得房率、销售回款

周期缩短、前期刚性支出成本降低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们承认，现阶段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的推广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但同时

也强调，如果有以下三种情景出现，则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推广的主要矛盾将

不再是静态造价：1）劳动力短缺加剧；2）地产销售加速回暖，补库需求提

升；3）若房企有降低即期偿付金额的冲动。 

 

投资观点 

目前 A股钢结构上市公司各具特色，战略侧重方向亦有不同。重点推荐：鸿

路钢构，钢结构制作环节龙头，竞争优势显著，现金流持续好转；推荐：精

工钢构，GSB 技术体系有亮点，装配式总装产能持续扩张，EPC 带动产业

角色变化；东南网架，公共建筑领域有项目优势，医院类钢结构建筑为其重

要突破口，同时也受益于 EPC 模式推进；建议关注：杭萧钢构，万郡绿建

在线上线下平台对产业链的整合，同时也受益于 EPC 模式推进；以及富煌

钢构，房建总承包特级资质，益于 EPC模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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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仍是新兴行业 

1.1、政策支持有利于新兴行业发展 

装配式建筑行业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从数据来看，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

面积已达历史高峰（尚不考虑基建），然而建筑业农民工数量逐年减少。于

行业而言，劳动力短缺已成“灰犀牛”，建筑产业亟待升级。虽然，在人口

红利逐渐消弭的大背景下，装配式建筑的渗透率会自然提升，但由于目前产

业链尚不完善，静态经济性（造价）仍不及传统现浇类建造方式，因而产业

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仍不可或缺。 

 

图 1：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于 2019年创新高  图 2：建筑业农民工数量自 2015年起同比减少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与政策支持息息相关。2013 年，住建部首次提出“推动

装配式建筑规模化发展”；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力争用

10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10%”。 

 

装配式建筑主流路径有 PC预制件及钢结构两类。我们前期对于钢结构装配

式建筑的推广前景相对较为谨慎，主要是在住宅领域，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

推广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技术标准，组织形式、产业配套、用户接

受度等）。2019年 3月部委层面明确大力推广钢结构装配式住宅；2019年

年中，7 省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对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相关产业链有针对性政

策支持；2019 年年末，住建部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发展；

故而，我们判断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已进入行业发展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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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我国装配式行业政策时间线索 

 

资料来源：中央政府网，新华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相关观点请参见前期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当钢结构遇上住宅，行业发展逻

辑或将重构》（2019年 3月 27日）、《往后，对钢构更乐观》、《“钢结

构+住宅”四省试点方案出炉，钢结构推广料提速》、《“住宅钢结构行业

标准”实施，地方配套政策陆续出炉》、《部委层面首提“钢结构+住宅”，

继续强调建筑业改革》、《目标->落地，坚定看好住宅钢结构》等。 

 

1.2、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与盖特纳曲线相印证 

市场对于新技术发展的认知通常会被分为 5个阶段：萌芽期、泡沫期、泡沫

后的谷底期、稳步回升的复苏期以及实质性大规模应用的成熟期。当然，并

非每一项技术都会经历所有的阶段，不过盖特纳曲线框架有利于理解钢结构

装配式行业发展的路径与过程，也有利于理解资本市场对于行业发展的预期

变化。以图 4为例，钢结构行业在过去数年增速发展较为平稳，然而二级市

场对于钢结构行业的判断则经历较大的波动。 

图 4：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增速与钢结构产量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金属钢结构协会钢结构分会，前瞻经济学人，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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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之前，钢结构行业整体处于萌芽阶段：彼时，钢结构在部分体育场

馆（如鸟巢）已有应用，在制造业厂房中的渗透率正逐步提升。这一阶段，

钢结构更多是建筑结构的一种，资本市场未形成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概念。 

 

2013-2016年，过高预期带来估值的泡沫化：国家层面加大对装配式建筑支

持力度，市场关注度快速提升。装配式建筑主流技术路径为 PC预制件（无

上市公司）与钢结构两种。彼时，市场对于住宅领域推广钢结构装配式有较

高期待，部分钢结构企业也尝试推出钢结构装配式楼盘。此外，技术授权模

式初显，也为相关企业贡献较多利润。 

 

2017-2018年，钢结构行业步入泡沫后的谷底期：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推广不

及预期，主要由于 1）行业标准并未出台；2）部分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的效果

并不尽如人意。在这个阶段，虽然市场认可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趋势，但并不

认为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会同样受益（实际情况是，装配式建筑行业增速年均

翻番，而钢结构行业产量复合增速 10%-20%）。 

 

图 5：Garter曲线与 A股市场对于钢结构行业的认知变化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绘制 

 

2019 年至今，资本市场对钢结构行业的认知逐步回归理性。认知的主要变

化在于：1）制造业、基建领域钢结构渗透率在过去十年一直在持续提升；2）

产业政策更有针对性、也更务实（目标、行业标准、财政支持、产业配套、

组织模式等），明确鼓励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的发展；3）通过多个住宅产品

的迭代，钢结构住宅体系也逐步成型或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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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市场认知虽有波动，但行业发展仍稳健 

正如之前阐述，虽然市场对于钢结构行业的认知波动较大，但行业本身仍在

稳步发展。如图 4 所示，钢结构行业产量在过去数年维持 10%-20%区间的

增速；如图 6 所示，钢结构上市公司自 16 年以来收入稳步增长，新签订单

亦见较为明显的改善。 

 

图 6：主要钢结构上市公司收入及新签订单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6 年之后，虽然市场开始质疑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能否大规模推广（行业

标准、施工工艺、造价等），但从目前整理的部分案例来看，部分地产商试

用钢结构技术路径的意愿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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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部分钢结构住宅类项目列表（商品房类项目以蓝色底纹标注） 

项目名称 结构体系 高度 层数 年代 开发商 

济南百花小区 钢框架——核心筒 高层 28 1995 
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建

设总公司 

长沙远大小区 钢框架 中高层 8 1999 n/a 

新疆库尔勒市住宅楼 钢框架-支撑 中高层 8 1999 n/a 

莱钢樱花园 钢框架-支撑 多层 6 2002 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 

莱钢樱花园 1号楼 钢框架-剪力墙 高层 12 2002 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金宸公寓 3、4号楼 钢框架——核心筒 高层 12 2003 
北京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上海市福辰二期 钢框架-支撑 高层 18 2003 n/a 

济南艾菲尔花园 2号楼 钢框架-支撑 高层 11 2005 山东莱钢建设置业有限公司 

莱钢南伟东新都 钢框架-剪力墙 高层 12 2005 济南伟东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赛博园 钢框架-支撑 高层 11 2006 
赛博思住宅产业化发展有限

公司 

北京晨光家园 D区 钢框架-支撑 中高层 8 2008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杭州萧山区泰和花园 钢框架-剪力墙 高层 18 2008 杭州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艾菲尔花园 钢框架 多层 5 2009 山东莱钢建设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世纪家园二期 钢框架——核心筒 高层 24 2009 武汉中联三星实业有限公司 

南宁湖滨大厦 钢框架——核心筒 高层 25 2009 
广西南宁市信佳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包头万郡大都城 
钢框架-支撑体系，钢管

束体系 
高层 33 2011 万郡(包头)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寿寺 B5地块定向安置房项

目 

钢框架（阻尼错）-钢板

剪刀墙 
高层 8,12,15,16 2015-2017 

北京建都置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绿城九龙仓·柳岸晓风 
钢管束组合剪力墙结

构 
高层 25 2016 绿城九龙仓 

四川峨眉雲中花嶺项目 钢结构体系 
  

2016 绿城 

德清莫干山郡安里别墅 钢结构体系 
  

2017 蓝城 

黑庄户定向安置房项目 4#住

宅楼 

钢框架（钢管砼柱）-

支撑 
高层 28/-1 2018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铸造村

4#，7#钢结构住宅 
钢框架-支撑 高层 13,15 2018 

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新北分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铸造厂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 

钢管混凝土框架-钢板

组合剪力墙结构 
高层 21,22,24 2018 

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新北分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专

项用房 
钢框架？ 高层 n/a 2018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紫金上城共 5栋公寓 钢结构体系 高层 
 

2018 龙湖地产 

杭州首开东城金茂府共 3栋 钢结构 高层 
 

2018 兴茂置业 

大江东悦东方共 3栋 组合钢板剪力墙体系 高层 
 

2018 杭房 

阜新公租房装配式钢结构住

宅项目 A34#/A33# 
钢结构体系 高层 16/-3 2019 n/a 

柳州市莲花城保障性住房项

目 
钢框架-支撑 高层 n/a 2019 

柳州市安居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鞍钢新城 4号楼 钢框架-支撑 高层 18 2019 
鞍钢房地产开发集团鞍山有

限公司 

复星旅文 FOLIDAY太仓南站 钢结构 高层 
 

2019 复星 

海南绿城陵水清水湾 隐式钢框架结构体系 
  

2019 绿城 

湛江市农林二路公租房项目 钢框架 高层 30 在建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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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吾悦广场 12#楼 PEC钢框架 高层 n/a 在建 新城控股 

杭州桂语江南 3栋 钢结构体系 高层 23 在建 绿城 

杭州凤起潮鸣 钢结构体系 高层 
 

在建 绿城 

上海东航置业金叶苑项目 钢框架 
  

在建 东航置业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贝壳找房，光大证券研究所；注：商品房类项目以蓝色底纹标注 

 

 

 

2、钢结构住宅静态造价成本有优化空间 

2.1、长期视角，钢结构住宅将在刚性成本上占优 

 

现阶段造价：钢结构>PC 结构>现浇。据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测算，

现浇混凝土房屋造价约 2,000元/平米；据住建部《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

额》（征求意见稿），PC结构小高层住宅、高层住宅（装配率 20%-60%）

平均造价分别为 2,151、2,416元/平米，分别较现浇造价高 7.6%、20.8%，

钢结构高层住宅平均造价为 2,777 元/平米，较 PC 结构高层住宅高约

8.5%-27.4%。 

 

表 2：每平米装配式建筑造价估算（元/平方米） 

 单位 PC结构小高层 PC结构高层住宅 钢结构高

层住宅 
现浇住宅 

预制化率  20% 40% 50% 60% 20% 40% 50% 60% 

合计 元/平米 1991 2133 2205 2277 2231 2397 2478 2559 2777 2000 

预备费 元/平米 100 107 110 114 112 120 124 128 139  

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元/平米 199 213 221 228 223 240 248 256 278 

 

建安费用 元/平米 1692 1813 1874 1935 1896 2037 2106 2175 2360  

其中：  

人工费 元/平米 324 288 270 252 345.6 307.2 288 268.8 192.58  

人工工时 工日 2.70 2.40 2.25 2.10 2.88 2.56 2.4 2.24 1.6  

材料费 元/平米 1114 1286 1372 1458 1262.4 1456.8 1554 1651.2 1699.2  

钢材 Kg 36.90 28.04 23.32 18.41 48.96 39.05 33.77 28.27 95  

商砼 m
3 

0.27 0.20 0.17 0.14 0.31 0.23 0.2 0.16 /  

预制构件 m
3
 0.068 0.136 0.17 0.204 0.078 0.156 0.195 0.234 /  

其他 元/平米 254 239 232 225 288 273 264 255 468.22  

资料来源：《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征求意见稿）2016年，住建部 

 

三种技术路径中，材料及人工成本较为刚性：混凝土价格、人工价格、钢材

价格。其中，混凝土价格的决定因素有水泥、砂石、骨料，三者同属不可再

生资源，目前价格维持高位；人工价格则稳步提高，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

弭，长趋势向上；钢材原材料为铁矿石，主要依赖进口，冶炼环节产能总体

过剩，目前价格亦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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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建筑造价成本将有优势，国家层面已将其作为替代混凝土的方案之

一：2020 年 3 月，发改委联合十五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砂石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砂石价格上涨“增加基建投资和重

大项目建设成本”，在“积极推进砂源替代利用”方案中，将推广钢结构建

筑作为一种可选路径，并提出“逐步提高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学校、医院、

办公楼、写字楼等公共建筑中的应用比例，稳步推进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城

镇住宅和农房建设中的推广应用”。 

 

 

图 7：钢材、商砼、人工成本走势（年度均价） 

 

资料来源：Wind，商砼价格取西部建设年报，光大证券研究所 

 

 

2.2、若产业配套成熟，钢结构住宅造价还可优化 

 

除原材料、人工等刚性成本外，钢结构住宅造价还有优化空间： 1）新型墙

板材料（楼板、外墙板、内墙板）造价较高，主要由于相关板材供应渠道不

畅，产需合作不紧密；2）结构设计尚可优化，如基础部分造价、用钢量优

化等；3）组织工序提升，进一步提高施工、装修效率。前者要求产业配套，

后两者则对工程模式提出要求（2.3 章节）。目前来看，钢结构结构工程环

节已相较于 PC结构有一定优势。以下，我们选取某住宅项目，分析钢结构

与 PC结构成本分析。 

 

住宅项目的成本大类可拆解为结构工程、内装工程、外装工程、机电工程四

部分，其中：机电工程二者一致；结构工程环节钢结构已有优势；内装工程

与外装工程造价偏高是导致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偏贵的关键因素。这一现象背

后的原因除钢结构住宅内外装的配置与混凝土住宅有差别之外，配套产业尚

未规模化致成本提高亦为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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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某住宅项目，钢结构与 PC结构工程造价对比 

分项工程 工程内容 
钢结构 

（元/平米） 

PC结构 

（元/平米） 

结构工程小计 1954.55 2111.66 

钢构件 钢梁、箱型栏、钢板墙 1364.03  

混凝土构件 

楼承板、梁 259.33  

预制叠合板、梁  442.90 

墙体（含预制内外墙、外墙保温）  1341.50 

箱型柱内自密实混凝土 53.93  

脚手架、垂直运输、工程水电费 127.30 177.30 

楼梯及屋面防水保温 149.96 149.96 

内装工程小计 1610.00 1264.48 

内装工程 

ALC条板（钢框架分户、外围护墙） 260.00 - 

减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二次结构） - 64.48 

钢内层棉及钢柱、支撑外包防火板（含龙骨） 50.00 - 

装配式装修 1300.00 1200.00 

外装工程小计 343.00 291.20 

外装工程 

钢框架涂温外墙（涂料、保温） 193.00 - 

外墙涂料（预制 PC外墙界面及底部现浇层涂温外墙） - 141.20 

外立面门窗、空调百叶等 150.00 150.00 

机电工程小计 666.48 666.48 

机电工程 

给排水工程 160 160 

消防工程 28 28 

热水器、油烟机 50 50 

采暖工程 60 60 

强电工程 185 185 

弱电工程 115 115 

电梯工程 68.48 68.48 

合计 钢结构增加 5.54% 4574.03 4333.82 

资料来源：《装配式钢结构住宅的技术和成本》，赵钿，预制建筑网 

 

 
 

七省政策，产业配套亦是重头戏。2019 年以来，部委及地方层面陆续出台

相关文件鼓励推广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项目。除了明确的推广目标之外，各地

文件都在鼓励形成产业配套集群，如 1）钢铁企业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开发

高性能防火、防腐和标准化建筑用钢；2）建材企业大力发展与钢结构装配

式住宅配套的新型墙楼板、门窗等绿色建材；3）配套部品企业开发防火与

装饰装修、结构保温一体化的技术和产品，提高配套部品的标准化、系列化

和通用化水平。随着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类项目逐步增多，配套产业渐渐成熟，

规模效应下整体造价亦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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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七省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推广方案 

地区 现状 目标 产业配套 技术及模式 人才 

山东 

2016—2018 年山东省累计

建设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1364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176万平方米。 

到 2021 年，全省新建钢结构装配

式住宅 300万平方米以上 

1. 钢铁企业优化调整产品结构 

2. 引导建材企业，大力发展与钢结构装配

式住宅配套的新型墙楼板、门窗等绿色

建材 

3. 支持部品企业，开发防火与装饰装修、

结构保温一体化的技术和产品 

1. 加大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

术应用力度 

2.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原则上采用

工程总承包模式，推行全过程

工程咨询。 

建立多层面的钢结构装配式

住宅专业人才培训体系，加快

培养一批满足钢结构装配式

住宅发展需求的多层次专业

人员 

湖南 

至 2018年底，全省累计实

施装配式建筑面积 3748万

平方米。 

现有钢结构产业链上企业

50多家 

完成 10 个以上钢结构装配式住宅

试点示范项目 

1. 开发生产标准化建筑用钢 

2. 重点支持装配式新型一体化复合板材

专业生产企业 

1. 重点推广 BIM 全专业正向设

计、工厂数控化自动加工焊接，

工地智慧施工和全过程信息化

管控等新技术应用 

2. 应采用全过程咨询和工程总承

包（EPC）方式建设，采用全装

修成品房交付 

要加强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设

计、生产、施工、管理各类人

才的培养、培训，形成有效机

制，重点培养设计类人才、工

匠型技工，重点引进土建技术

人才 

四川省  
新开工钢结构装配式住宅 500万平

方米以上 

引导钢铁企业、新型墙材、建筑材料、构配件

等生产企业向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配套产业转

型，开发与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配套的新型节

能、绿色环保建筑材料，建立建筑主体与配套

产品完整产业链。 

加快工程建设组织模式变革，推行采

用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工程总承包方式

建设。 

建立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适应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发展高级、

中级、初级专业技术人才和产

业技能工人，形成多层次的专

业人员梯队。 

浙江  

1. 到 2020年，全省累计建成钢

结构装配式住宅 500 万平方

米以上，占新建装配式住宅

面积的比例力争达到 12%以

上 

2. 到 2022年，全省累计建成钢

结构装配式住宅 800万平方

米以上，其中农村钢结构装

配式住宅 50万平方米 

1. 钢铁企业优化调整产品结构 

2. 推动钢结构生产线技术升级、制造模式

创新 

3. 引导配套部品生产企业开发适宜钢结

构装配式住宅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

的技术和产品。 

4. 推进结构保温装修一体化、全装修与整

体厨卫一体化等成套技术应用 

1. 推行标准化设计，提高设计单位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集成设计能

力。 

2. 大力提倡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项

目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工程

总承包方式建设 

加大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全产

业链的人才队伍培育建设力

度，重点培养钢结构装配式住

宅设计类人才。 

江西  

到 2022 年，全省新开工钢结构装

配式住宅占新建住宅比例达到

10%以上 

1. 引导传统建材企业向新型建材企业转

型，大力发展与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配套

的新型墙板、楼板、门窗等绿色建材 

2. 支持有实力的配套部品企业开发防火

防腐与装饰装修、结构保温与装饰一体

化技术和产品 

1. 重点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

自动加工焊接装配等技术进步，

提高行业高端制造水平 

2.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大力提倡采

用全过程咨询和工程总承包方

式建设 

建立多层面的钢结构装配式

住宅专业人才培训体系 

河南  
到 2022年，建成 10项城镇钢结构

装配式住宅示范工程 

1. 钢铁企业优化调整产品结构 

3. 引导建材企业，大力发展与钢结构装配

式住宅配套的新型墙板、楼板、门窗等

绿色建材 

4. 支持配套部品企业研发防火防腐与装

饰装修等技术及产品 

1. 加大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

术应用力度 

2.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原则上

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建立多层面的钢结构装配式

住宅专业人才培训体系 

青海  

到 2022 年，建成 3 项城镇钢结构

装配式示范工程和 1—2 个轻钢结

构农房示范村 

引导青海省传统建筑建材企业向钢结构装配

式及配套产业转型，积极发展与钢结构配套的

节能环保新型和绿色建筑材料。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项目原则上采

用工程总承包模式，推行全过程工程

咨询和设计施工一体化， 

建立健全钢结构装配式建设

人才培训体系，加大培训力度

和人才引进力度 

资料来源：住建部，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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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PC模式下，项目造价可进一步降低 

 

EPC模式下，造价可进一步优化： EPC模式，建筑企业有更强的动力进行

精细化管理，从而降低造价成本。传统模式下，设计单位、材料采购、各工

程承包商各司其职。承包商与业主方存在利益博弈，即造价越高承包商利润

亦越高。EPC模式下，总承包商与业主方利益一致，造价节余为其重要利润

来源。更为重要的是，EPC模式打破了传统建造模式下的条块分割，提高总

体效率。 

 

图 8：传统组织模式  图 9：EPC组织模式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绘制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绘制 

 

以设计为例，看 EPC 组织优势：传统模式下，设计单位并不对总体造价负

责，优化造价并不会增厚设计单位的利润。EPC模式下，总承包商有较强动

力从设计环节进行优化进而降低总成本。以中建钢构酒钢兰泰苹果园棚户区

改造项目为例，通过优化设计方案，减轻结构自重，原设计方案下需要基础

桩 215根，设计优化后仅需 136根，大幅降低了基础造价成本。 

 

图 10：原设计方案，使用 215根桩  图 11：设计方案优化后，使用 136根桩 

 

 

 
资料来源：中建钢构绿色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情况汇报，光大证券

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建钢构绿色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情况汇报，光大证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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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产商视角下钢结构装配式经济性的来源 

3.1、得房率高，或可提高单价 

建安支出占地产商销售及成本比例不高：2010 年，全国住宅建安造价均价

约为 1367元/平米，占楼面均价约 77%，占销售均价约为 15%。2019年，

全国住宅建安造价均价约为 1950元/平米，占百城住宅楼面价比重约 36%，

占百城住宅销售均价约为 13%。整体来看，相较于土地出让金等支出，建安

造价占销售均价比重较低。换言之，若建安能影响销售单价（单位建筑面积

价格），则对房企有较大吸引力。 

 

图 12：百城住宅楼面价-全国住宅建安造价-百城住宅销售均价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百城住宅楼面价取年度中位数；全国建安造价取年末均价（2019年取年中数据）；

百城住宅销售均价取年度中位数 

 

钢结构住宅得房率高，或可提高单价：钢结构建筑的框架结构具备截面小的

特点，不仅降低了自重，同时也增加了使用面积，即能够提高建筑面积使用

率，增加经济效益。高层建筑钢结构的结构占有面积只是同类钢筋混凝土建

筑面积的 28%。采用钢结构可以增加使用面积 4%~8%
1。于地产商而言，得

房率提高可以：1）提升单价（单位建筑面积价格）；2）或作为项目促销的

亮点。此外，部分地区对于钢结构住宅项目还有容积率的奖励。相较于造价

的提高，容积率奖励、高得房率对于地产商而言或更有吸引力。 

                                                        
1邹晶,李元齐.钢结构住宅体系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钢结构,2007(0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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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工期缩短，资金使用效率提高 

 

对于地产商而言，地产销售回款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据国家统计局，19

年地产开发资金（资金来源口径）合计 17.9 万亿；其中，国内贷款、自筹

资金、其他资金占比分别为 14.1%、32.6%、53.2%，自筹资金主要包括企

业通过各种途径筹集的资金（不含银行贷款），包括发债、非标等方式进行

融资及自有资金等；其他资金主要为定金、预售款等商品房预售前后来自购

房者的资金及银行匹配的个人按揭贷款，19年其他资金中定金及预收、个人

按揭贷比例分别为 64.6%、28.7%。不考虑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其外部资

金来源主要可分为两部分：1）外部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债券/非标融资等；

2）房屋预售时收到的购房者资金及匹配按揭贷（源于房企销售以期房销售

为主）。 

 

图 13：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结构  图 14：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其他资金结构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工期缩短，降低资金成本，加快周转：开发商资金结构中超过 50%的资金来

源于“其他资金”，即预售回笼资金；对开发商而言，达到预售条件前的土

地出让金、进场费等属于刚性支出，达到预售条件前的这部分支出必须由开

发商自行垫付；预售后开发商可向监管银行申请支付进度款；因此预售条件

越严格、达到预售条件需要的时间越长，占用资金成本越高。可见，缩短拿

地到预售的工期对开发商而言非常关键。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主体结构工期能

提前 1/3 左右2
,同时多省出台了对装配式住宅建筑的政策扶持，放宽钢结构

装配式建筑预售条件，有助于开发商缩短预售前的时间，加快整体资金回笼，

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尹义松 ,霸虎 ,韩月涛 .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造价分析及降低措施 [J]. 施工技

术,2017,46(07):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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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现浇、PC、钢结构建造方式特征比较 

比较项目 现浇 装配式 

  
PC 钢结构 

主体施工速度

（每层耗时） 
两周左右 7-10天 3-5天 

生态环保性能 差 
较好（主材为二次加

工材料）； 

最好（主材为原材料），且建

筑寿命期结束后拆除几乎全

部回收利用 

得房率 - 与现浇接近 
较现浇、PC高约 3-5%（结

构截面更小） 

适应住宅类型 别墅/多层/高层 别墅/多层/高层 别墅/多层/高层 

应用情况 
商品住宅应用

普遍 

水利工程、桥梁等基

建项目应用较多；少

部分住宅有应用（政

府保障房为主） 

大型厂房、库房等工业建筑

应用普遍；公共建筑中机场、

车站、展览中心等应用较多；

住宅应用很少 

目前建造成本 最低 略高 最高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装配式建筑在线，人民网等，光大证券研究所 

 

 

3.3、即期支付规模降低，缓解地产商资金压力 

房地产资金来源中，工程应付款亦有重要贡献。2014 年以来，工程应付款

占地产资金来源约为 12%-13%，其资金规模与国内贷款规模相当。以中国

建筑数据分析，其工程收现比与其新开工正相关。换言之，地产商对于承建

商在新开工环节支付较为刚性，而施工、竣工环节支付则有一定弹性。 

 

图 15：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工程应付款规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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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中国建筑新开工面积增速、收现比（剔除地产）、房建收入增速与地产新开工面积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降低即期支付压力：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绘制了一个项目

周期中地产商现金流流入及流出情况，其中实线框表示刚性，虚线框表示弹

性。对于地产商而言，开工前期的土地出让金支付较为刚性；其次是工程款，

通常在基础部分（地下空间）的支付亦较为刚性：参考图 15，工程款占售价

比重约 13%，其中基础部分造价占整体造价可达 20%-40%。考虑到，钢结

构住宅的地下部分较混凝土造价节约可达 30%-50%
3，故采用钢结构技术，

可以降低地产商即期支付的压力。 

 

 

 

 

 

 

 

 

                                                        
3
 胡育科.推广钢结构住宅 提高质量降低造价[J].住宅产业,2019(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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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地产商现金流示意图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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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种情景下，钢结构住宅渗透斜率可更陡峭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是人工红利接近尾声、砂石等资源紧张后的必然选择。不

过，我们必须要承认，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体系目前尚未完全成熟，产业配套

仍需完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地产商在过去几年已在部分楼盘试用。

我们判断，地产商从试用到大规模推广仍需一定时间周期。现阶段，若出现

以下情景，则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的渗透斜率可更陡峭。 

 

4.1、情景一，劳动力供给持续承压 

虽然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但自 2015 年起，建筑业农民工

数量持续减少，建筑业占农民工择业比重亦在持续降低，可见经济回报并非

农民工择业的唯一指标；除此之外，农民工年龄结构持续老化，且考虑到建

筑工地的作业强度，后续建筑业人力缺口或将持续扩大。 

现阶段，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不过人员流动尚有一定限制。若“疫

情”等其他因素持续影响建筑业劳动力供给，考虑到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人

工工时较少”的特点，地产商采用相关路径的意愿或提高。 

 

图 18：农民工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  图 19：建筑业农民工数量自 15年起同比减少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20：建筑业占农民工从业比重  图 21：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2020-04-10 建筑和工程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0- 证券研究报告 

 

 

4.2、情景二，若地产销售加速回暖，补库需求驱动· 

前文已阐述，销售回款是地产商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高周转”模式下，

地产对“拿地->预售/结构封顶”的时间周期有进一步缩短的需求。从历史数

据观察，地产销售面积是新开工的重要前置指标。参考图 22、图 23，目前

商品住宅库存仍处在较低水平，若后续地产销售数据反弹较快（未来某个时

间段，并非特指 2020 年），结合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有“工期短”，“得房

率高”，“容积率优惠”等特点，地产商采用相关路径的意愿或提高。 

 

图 22：销售面积是新开工的重要前置指标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23：全国商品住宅开工库存及去化周期  图 24：80个能级城市可售库存（截止 2019年 12月）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团队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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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情景三，地产商降低即期偿付资金规模的冲动 

2020 年，地产商逐步进入境内债、境外债的兑付高峰期，资金偿付压力较

增大。由于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地下空间造价有 30%-50%的节余，且在主

体结构造价上比 PC 等有优势（参见表 2），地产商采用相关路径的意愿或

提高。 

 

图 25：房企带季度境内发债、海外发债、境内到期、海外到期金额（亿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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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建议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属新兴行业，随着劳动人口老龄化以及配套产业的成熟，

预计渗透率将有较大提升空间。住宅领域是房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细分市

场，目前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的推广仍然需要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与支持。 

 

市场关注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的静态造价成本，我们认为中长期角度钢结构造

价会逐步占优：1）钢材、商砼、人工是静态造价的重要变量，其中商砼、

人工成本或大概率持续提升；2）钢结构在主体结构造价已较 PC 有一定优

势，但在内外装环节成本较高。若产业链配套成熟，相关材料成本降低，则

造价仍有降低空间；3）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呼唤工程组织结构革新，在 EPC

模式下，通过优化设计等诸多方式，可进一步降低造价。 

 

不考虑造价因素，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对于地产商的吸引力可包括：1）得房

率高，或可提高单价/或作为亮点吸引消费者；2）工期短，新开工->销售资

金回笼的周期缩短，可降低融资需求；3）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前端造价有

较大优势（地下部分），可以降低地产商即期支付压力。 

 

住宅领域全面推广钢结构装配式尚需耐心。不论是地产商从尝试采用到大规

模采用，不论是消费者接受程度的演变，不论是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完善，

不论是工程组织结构的革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如果出现如下情景，

则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推广的主要矛盾将发生变化，渗透率提升斜率将更陡

峭：1）劳动力短缺加剧；2）地产销售快速回暖，房企抓紧补库；3）房企

资金压力增大，通过钢结构技术路径降低即期刚性支付压力。 

 

目前 A股钢结构上市公司各具特色，战略侧重方向亦有不同。重点推荐：鸿

路钢构，钢结构制作环节龙头，竞争优势显著，现金流持续好转；推荐：精

工钢构，GSB 技术领先，钢结构装配式产能持续扩张，EPC 带动产业角色

变化；东南网架，公共建筑领域有项目优势，医院类钢结构建筑为其重要突

破口，同时也受益于 EPC 模式推进；建议关注：杭萧钢构，万郡绿建在线

上线下平台对产业链的整合，同时也受益于 EPC模式推进；以及富煌钢构，

房建总承包特级资质，受益于 EPC模式推进。 

 

行业重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 

证券 

代码 

公司 

名称 

收盘价 

（元） 

EPS(元) P/E(x) P/B(x) 投资评级 

18A 19E 20E 18A 19E 20E 18A 19E 20E 本次 变动 

002541 鸿路钢构 15.30 0.79 1.03 1.27 19 15 12 1.8 1.6 1.5 买入 维持 

600496 精工钢构 3.96 0.10  0.22  0.27  40  18  15  1.5  1.4  1.3  买入 维持 

002135 东南网架 9.10 0.17  0.26  0.38  55  35  24  2.3  2.0  1.8  买入 维持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股价时间为 2020年 04月 08日 

注：东南网架 19年数据为已披露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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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险分析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下游有基建、公共建筑、工业厂房以

及住宅等领域。如果各个下游方向需求均出现大幅下滑，则即便钢结构渗透

率提升，钢结构行业产销或依旧有下滑压力。 

 

产业配套进度不及预期：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所需要的组织形式（EPC），产

业配套材料（钢材、墙楼板、门窗、其他部件等）与传统混凝土建筑有一定

区别，如果产业配套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则不利于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推广。 

 

国投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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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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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

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

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
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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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和准确性、客户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
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特别声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创建于 1996 年，系由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投资控股的全国性综合类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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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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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为基础，但不保证我们所获得的原始信息以及报告所载信息之准确性和完整性。光大证券研究所可能将不时补充、修订或更新有关
信息，但不保证及时发布该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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