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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以中国建筑国际深圳工厂为例探究 PC未来发展前景 
 

本文结合香港地区市场发展状况，以中建国际深圳海龙基地为例，试图探究
装配式 PC结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前景。 

工厂投资状况 
工厂投资一般涉及到土地、厂房、设备、土建以及生产线投入，投资规模大
小是影响投资回报率的重要因素，中建国际深圳海龙基地前期投资1.8亿元，
由于建厂时间较早，拿地成本较低，且厂房和固定资产设施的折旧基本完成，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工厂净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生产经营情况 
PC预制构件厂产能及利用率是衡量其生产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产能越大，
利用率越高，越能够增加工厂的营收水平，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地摊薄工厂
的固定成本，提高工厂的盈利水平。深圳海龙按构件产能计算年设计产能为
8万方，由于香港地区异形构件需求量较大，工厂大部分生产线投入到异形
构件的加工生产过程中。 

价格成本信息与竞争格局 
预制构件的价格主要受到投资地理区位和竞争格局的影响，香港地区市场对
异形构件需求较多，复杂程度相对较高，所以附加值较高，产品平均售价在
6000元/立方左右，香港地区市场较为成熟，竞争格局趋稳，价格能够保持
相对稳定。PC构件成本主要可以分为原材料成本（主要是钢筋和混凝土），
人工成本，运输成本以及模具成本等等，钢筋和混凝土的价格较为透明，各
个厂家差异不大，由于香港地区项目标准化程度较低，存在大量非标构件，
因此模具成本相对较高。 

工厂业绩和竞争优势 
工厂业绩是经营能力外在表现，是衡量工厂运营状况的直接指标，根据我们
估算，预计深圳海龙基地去年实现营收在 3亿元左右。工厂竞争优势主要集
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背靠中建集团，公司综合实力雄厚；二是工厂生产能力
强，能够有效满足客户需求；三是香港地区有进入壁垒，形成竞争良好“护
城河”；四是深耕行业近 20 年，工厂生产制造经验和项目施工经验丰富，
能为客户提供良好项目解决方案。 

PC市场前景展望 
香港地区 PC市场发展时间早，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在 PC领域获得了宝贵
的经验，预计内地市场会逐渐向香港地区装配式市场靠拢，我们可以从香港
地区 PC市场吸取经验加以借鉴，香港地区装配式 PC市场呈现出以下特点： 

（1）装配式 PC 构件验收标准高，香港地区使用英标，在品质把控上相对
国标更为严格； 
（2）现浇作业人工成本高，2018-2019 年建筑业工人日均薪酬高达 1666
港元，内地地区随着劳动力的紧缺，人工成本会逐渐上升； 
（3）房屋设计新颖，对异形构件需求量大，相比于内地“长方体”式的建
筑，香港地区建筑更加个性化，所以对于异形构件的需求量比较大； 
（4）装配率高，MIC（组装合成建筑法）逐步推广，内地市场目前装配式
构件更多局限在墙、梁、板、柱上，香港地区更进一步，包括外墙面的贴瓷，
以及内墙面的装饰均有涉及，甚至是厨房、卫生间等立体构件也可以在工厂
生产完毕后到现场直接拼装，所以装配率更高； 
（5）竞争格局较为稳定，以香港地区为市场目标的 PC构件厂目前有 6家，
且进入壁垒较高，市场竞争格局相对稳定，价格能够保持平稳。 

风险提示：地区产能过剩、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需求不足导致价格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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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新开工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 2.7 亿平方米，占到新开工装配式建筑的 65.4%，前
期我们在《以筑友智造科技南京工厂为例了解 PC生产经营全貌》一文中对 PC结构有了大
体的认识，本次以中建国际深圳海龙工厂为例，结合香港地区市场发展状况，对 PC 市场
状况和发展前景做进一步的探究，本文从工厂投资、生产经营、价格成本、业绩表现以及
前景展望几大方面进行论述。 

1. 工厂投资情况 

1.1. 地理区位 

深圳海龙是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公司，于 1993 年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注册
成立，公司于 1997 年获得深圳市建设局颁发的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最高级资质证书，并
通过香港地区品质保证局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被香港地区房屋署、屋宇署、渠务署、
路政署等多个部门认定为香港地区工业化建筑产品的合格供应商，并于 2012年被评为“深
圳市住宅产业化示范基地”，2013 年被授予“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和“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深圳海龙基地位于深圳与东莞交界处，占地约 90亩，其中深圳界内的 70亩土地为自有土
地，另外东莞界内 20 亩为租赁土地，由于拿地时间早，土地成本较低，通过议价获得的
土地成本仅有 1000万元。由于 PC构件重量较大，一般运输半径在 150公里以内较为经济，
深圳海龙基地以香港地区市场业务为主，基地距离香港地区直线距离仅有 50 公里左右，
运输成本较为经济。 

图 1：深圳海龙基地地理位置及距香港地区距离示意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工厂投资情况 

中建深圳海龙基地的实景图和效果图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工厂在高压输电线下方，出于
对安全因素的考虑，政府不允许工厂修建厂房，所以实景露天区域较多。海龙深圳工厂前
期投资 1.8亿，其中土地 1000万，厂房投资 2000万，设备投资 4000万，搅拌站投资 3000

万，办公楼和宿舍楼投资 3000万，场地土建施工 4000万元，工厂建立于 1993年，建厂
已经 27 年，目前工厂固定资产折旧基本已经计提完毕，后续因为折旧费用较小，能够实
现较高的净利率。海龙珠海基地 16 年开始拿地，计划投资 8 亿元，其中厂房投资 1-2 亿
元，行政大楼投资 2亿元，搅拌站投资了 1亿多元，因为珠海基地折旧费用较多，净利率
可能要低于深圳基地。 

图 2：中建深圳海龙效果图  图 3：中建深圳海龙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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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建海龙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天风证券研究所 

1.3. 堆场设置 

限制 PC工厂产能释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堆场的设置，堆场对于 PC工厂的作用类似于蓄
水池，当项目现场进度和工厂生产进度不匹配时，能够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堆场一旦堆满
之后就会限制工厂产能的进一步释放。深圳海龙占地仅有 90 亩，所以堆场设置不大，同
时香港地区异形构件需求量大，堆场内大部分都是异形构件，异形构件占地面积大，每个
构件平均在 0.5 方左右，目前可以堆放 1500 件构件，对应着 10-14 天的发货量，因为工
厂都是按照业主或者总包的进度情况进行生产，所以不会进行大量堆场，按照工地现场 6

天一层的进度来算，基本上堆场会多生产 1.5-2 层的构件，工厂在构件存放和运输时使用
专用货架，在转运过程中能够有效提高装车效率。 

图 4：深圳海龙堆场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实景、天风证券研究所 

2. 生产经营情况 

2.1. 模具使用情况 

目前 PC 市场上使用的模具一般有钢模、铝模和木模，钢模的优点在于精度高、强度大、
使用次数高，其缺点是重量大、不易拆卸和搬运；铝模的优势在于重量轻，比较方便拆卸
换模，且残值较高，可回收性较好，缺点在于价格贵；木模一般使用较少，其最大的优势
在于成本最低，但是产品的品质稍差一些，可使用次数很低。 

深圳海龙基地目前使用钢模进行 PC 构件的生产，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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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异形构件需求多，工厂 5条生产线只有 1条是柔性生产线，大部分在固定生产线上进
行生产，不需要频繁换模，二是钢模实现的精度更高，不易变形，能够满足英式标准。深
圳海龙目前由于异形构件需求较多，加之项目对相同构件需求量较少，模具重复使用次数
不多，所以模具成本占比相对较高。 

表 1：不同模具特点比较 

模具种类 特点 

钢模 强度更大，重复利用率高，但相对比较重，施工不够便捷，成本较高 

铝模 铝合金的回收利用率最高，易装快拆，价格最高 

木模 成本最低，但耐用度不好，重复利用率非常低 

资料来源：建筑人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5：铝模  图 6：钢模 

 

 

 

资料来源：ebay、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生产线产能利用及产品养护 

PC构件生产线分为柔性生产线和固定生产线两种，PC柔性生产线配置中央摆渡车，按先
完成进入下一个工序的原则，自动调度模台。具有生产组织灵活，柔性化程度高的特点，
柔性生产线可以像流水线一样实现流转控制，生产效率较高，适合生产标准化程度高、需
求量大的叠合楼板等构件，PC固定模台生产线投资小，见效快，更适合生产楼梯、阳台、
空调板等非标准化的产品以及一些不适合进入自动化生产线的异形构件。 

深圳海龙工厂目前有 5条生产线，因为香港地区土地较少，项目设计过程中建筑师考虑到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所以标准化程度较低，香港地区市场对于异形构件需求量较大，所以
只设置了 1 条柔性生产线生产叠合楼板，3 条固定生产线用来生产异形外墙板，1 条生产
线用来生产卫生间、厨房等六面体预制件。 

产能利用率的高低是衡量 PC 构件厂重要维度之一，产能释放的越充分工厂整体的成本摊
销越大，能够有效提升工厂的盈利水平。按混凝土搅拌站产能衡量深圳海龙基地年设计产
能为 10万方，按构件产出设计产能为 8万方，目前 5、6月份处于 PC构件厂生产旺季，
现在工厂面积使用超过 90%，基本达到了满产的状态。珠海工厂目前 9条生产线，可以生
产所有外墙、楼板、楼梯以及钢 MIC和砼 MIC，按混凝土产能计算，年设计产能在 20万
立方，整个中建国际目前拥有 6家生产基地，分别位于深圳、珠海、合肥、宿州、重庆以
及济宁，6家工厂共有 40条生产线，年设计产能为 145万方。 

PC产品生产工序中重要一环是养护环节，蒸养的时长会决定 PC构件厂产能最终的释放情
况，深圳工厂是将产品放在模台上，之后将整体模台放入到养护窑内进行加温加湿养护，
柔性生产线上每个养护窑可以承载 60 个模台，每个模台可以堆放 2 块板子，养护时长基
本在 8-12小时。 

图 7：中建广东海龙室内生产线  图 8：中建广东海龙室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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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东深圳海龙现场拍摄、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广东深圳海龙现场拍摄、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典型产品——卫生间 

装配式建筑方法在香港地区被称之为 MIC（组装合成建筑法），但是大陆地区目前仍然处
在使用装配式构件阶段，香港地区发展更进一步，将预制组件在工厂完成饰面、装置及组
装后，将独立组装合成产品运至工地通过装嵌成为建筑物，与大陆地区产品相比，其装配
率更高，产品复杂程度更高，带来的附加值也更多。 

深圳海龙工厂设置 1 条生产线专门制作卫生间、厨房等六面体结构，去年工厂生产 1000

个卫生间，其内外装修包括贴瓷已经在工厂完成，卫生间用料约 2方，可直接通过 MIC模
式（组装合成建筑法）进行拼装使用，目前工厂一天能够生产 24-25个卫生间，由于节省
了大量的安装、拆模、装修时间，售价也相对较高约 3-4万一个，合 1万多一方，今年工
厂已经制作了 2000个卫生间，深圳工厂和珠海工厂全年合计生产目标实现 5000个。 

图 9：预制卫生间外观  图 10：预制卫生间内部 

 

 

 

资料来源：广东深圳海龙现场拍摄、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广东深圳海龙现场拍摄、天风证券研究所 

2.4. 典型产品——MIC房屋和异形外墙飘窗 

珠海工厂今年主推的钢结构隔离病房已经生产了 1000 多个，床和电视都有配备，接上水
电之后可以直接使用，产品通过 MIC可以组装到 14层，其售价一间在 30-40万，类似这
样的结构在酒店、医院以及学生宿舍都有较好的适用性。香港地区很多私人住宅都会使用
预制佛沙外墙板，工厂在浇筑过程中，将窗户直接浇筑进去，且外墙面贴瓷已经在工厂完
成，不需要进行后期装修，目前珠海基地一条生产线每天可以生产 50-60立方佛沙。 

图 11：异形构件外墙凸窗佛沙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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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东深圳海龙现场拍摄、天风证券研究所 

2.5. 工厂人员配备 

深圳海龙工厂目前全场员工 300 人左右，每条生产线上配备 40-50 人，实行一班倒制度，
叠合楼板需求量大，实行两班倒制度。因为香港地区施工精度更高，对人员素质的要求相
对较高，相比于内地很多工厂采用劳务外包方式进行减少成本，深圳工厂更多的是使用自
己的工人团队，工厂自有工人数量在整个大湾区 42 家工厂中是最多的，工厂工人平均工
龄在 10年以上，平均年龄在 40多岁，都是成熟的产业工人，经验技术非常过硬。工厂承
接香港地区的业务，需要遵守英式标准，涉及大量与香港政府、企业沟通合作，所以工厂
雇佣了很多的港籍员工进行业务对接，管理费用相对较高。 

3. 价格成本信息与竞争格局 

3.1. 当地价格水平 

香港地区土地资源少，设计师在设计图纸时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会安排大量异形设计，
因此香港地区对于异形构件需求量大，其产品复杂程度高、生产工序多，带来的附加值更
高。深圳海龙基地堆场内构件 1500 个，每个约 0.5 方，对应 10-14 天发货量，全年发货
量约为 27000方，佛沙每天生产 50-60方，全年生产 18250方，去年生产卫生间 1000个，
每个 2方，全年产量 2000方，三项产品产能合计为 47250方，我们估计去年深圳海龙基
地实际产能 5万方左右，2017年有利集团董事长做了《香港地区传统建筑与装配式建筑成
本与发展》主题报告，报告中数据显示，香港地区预制外墙板每立方价格在 5700-6500港
元，叠合板价格在 4800-5500港元，预制卫生间、厨房价格在 9300-13500港元，深圳海
龙基地主要生产预制外墙板，叠合楼板和卫生间数量相对较少，加之香港地区市场较为稳
定，我们可以将 2017年香港地区预制外墙板平均价格 6100元（5700-6500）作为参考，
假定 PC构件平均售价为 6000元/立方，我们预估深圳工厂营收 3亿元左右。 

表 2：香港地区预制构件市场参考价（HKD/方） 

名称 价格 

预制外墙板 5700-6500 

预制叠合楼板 4800-5500 

预制卫生间/厨房 9300-13500 

资料来源：BIM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香港地区市场属于一个较为稳定的市场，内地企业进入香港地区的门槛较高，加之还需要
适应英国标准，所以短期内内地企业很难进入香港地区，整体市场较为成熟，价格也能够
保持相对稳定。 

3.2. PC构件成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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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市场装配式结构的成本目前来看比传统现浇模式相比要高 10%，其主要原因在于：一，
装配式建设厂房带来的折旧摊销成本，二，装配式比传统现浇多了运输的费用，三，装配
式工厂属于制造业税率为 13%，传统建筑业为 9%。但是考虑到装配式建筑能够减少三分之
一的人工成本和工期节约，并且使用装配式开发商能够提前拿到预售证，从全生命周期看，
业主能够减少大量的财务费用，完全可以覆盖 10%的成本溢价。 

香港地区又特殊一些，香港地区没有预制构件厂，人工成本特别高，现场建筑工人的平均
月工资在 50000港元左右，在加上原材料的成本较高，所以在香港地区装配式建筑的成本
反而更加便宜。PC构件成本中，混凝土和钢筋的价格较为透明，各个工厂差异不大，因为
香港地区异形构件需求较多，模具重复使用次数不高，整体模具成本相对较高，加上深圳
海龙雇佣一些港籍员工进行商务合作和标准对接，管理费用也会偏高一些。 

3.3. 市场竞争格局 

中建国际几个工厂在香港地区已完成建筑面积 1600 万平，内地市场 700 万平。由于建筑
企业产效低，现在很难在深圳拿到土地，深圳海龙工厂是深圳地区唯一的预制品构件厂，
小厂难以生存。香港地区市场每年新增的住宅量在 3万栋左右，目前以香港地区为主要市
场的预制厂有 6家，目前中建占有率最高在 20%左右。由于有准入限制，短期内地企业很
难进入香港地区市场，目前工厂直接竞争对手都是香港地区的一些企业，比如有利集团、
保华、新世界等企业，竞争格局较为稳定。 

图 12：深圳海龙重点工程项目——香港地区M+博物馆  图 13：深圳海龙重点工程项目——香港地区沙田 52区一至四期 

 

 

 

资料来源：中建海龙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建海龙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3.4. 收款方式 

据我们前期对于各大 PC工厂的调研结果显示，PC构件厂收款方式分成三个部分，一是预
付款，二是进度款，三是质保金。参考筑友智造南京工厂调研结果，预付款为 20-30%，用
于模具的采购和原材料的备货，其次是进度款，按照上月供货进度款的 80-90%进行收取，
最后有 3-5%的质保金，香港地区略有差异，但区别不大。 

4. 公司业绩与竞争优势 

4.1. 经营业绩 

香港地区 PC构件平均价格为 6000元，根据我们估计去年深圳工厂整体产能在 5万方左右，
我们预估深圳工厂去年营收 3 个亿左右，在《以筑友智造科技南京工厂为例了解 PC 生产
经营全貌》中了解到筑友智造南京工厂净利率在 15%左右，香港地区异形件需求大，产品
更复杂，附加值较高，PC构件价格较高，要远高于内地价格水平，并且深圳工厂折旧基本
计提完毕，我们预估深圳海龙工厂的净利率要高于内地工厂，参考筑友智造南京工厂净利
率为 15%，我们预计深圳海龙工厂净利率能够达到 20%左右。 

4.2. 竞争优势 

深圳海龙工厂在香港地区深耕了近 20 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目前在香港地区市场占有
率处于行业龙头位置，市占率达到 20%左右，与同行业 PC 构件厂家相比，公司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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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1） 背靠中建海龙，公司综合实力雄厚。中建海龙集团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从设计
深化、部品生产、现场施工、安装运维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依托中建
海龙集团全产业链优势，能够给工厂带来大量支持，加之母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
运营方式灵活，摩擦成本不高。 

（2） 工厂生产能力强，能够有效满足客户需求。按混凝土搅拌站口径计算工厂目前年
设计产能为 10万方，能够保证充足的供货量，加上今年完全投入运营的珠海工厂，
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加强。 

（3） 香港地区市场拥有良好“护城河”。由于香港地区进入门槛较高，且使用英国标准，
内地企业短时间内很难进入香港地区市场，能够给工厂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生存
环境，如果香港地区市场不饱满，深圳工厂也完全有能力做深圳地区的项目，只
是报价可能略高一点。 

（4） 工厂生产制造经验和项目施工经验丰富。工厂拥有全行业最多的自有生产工人团
队，成熟的产业工人，生产经验丰富，产品质量有保证，另外工厂在香港地区深
耕多年，承接项目多、难度大，积累了宝贵的施工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良好的
解决方案。 

图 14：中建海龙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资料来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5. 从香港地区经验展望内地 PC市场前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日本为了解决人工荒和住房荒的现实问题，装配式建筑实现了
快速发展，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发展到了相当成熟和完善的阶段，2017年法国
的装配率已经达到 80%，新加坡的装配率达到 70%，我国装配式起步较晚，住建部出台《“十
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明确到 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5%

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达到 20%以上，积极推进地区达到 15%以上，鼓励推进地区达到
10%以上，内地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趋势会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香港地区的装配式经
验能够提供借鉴意义，通过分析香港地区 PC 市场现状，我们发现香港地区市场与内地相
比存在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5.1. 标准较内地更高 

香港地区采用英国标准，与国内相比，其质量要求更加严格，比如在硅酸盐水泥中，氯化
镁含量过高会引起安定性不良的问题，在我国标准体系内，对氯化镁的含量要求为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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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英标中要求比例为不超过 4%。12-20mm 规格钢筋国标对重量的误差规定不得超过
5%，英标中规定不得超过 4.5%，总体而言，英标对建筑规格要求比国标更为严格。随着国
内对于工程验收标准的逐步提高，生产企业要主动适应严格的标准要求，保持竞争力。 

表 3：部分建筑材料国标和英标对比 

名称 国标 英标 

硅酸盐水泥 氯化镁含量不高于 5% 氯化镁含量不高于 4% 

12-20mm钢筋重量偏差 偏差不超过±5% 偏差不超过±4.5% 

钢筋长度偏差 0-50mm ±25mm 

资料来源：《中国-英国常用建筑材料规范的技术要求互通性比较》（张震、罗旋）、天风证券研究所 

5.2. 现浇人工成本高 

香港地区建筑业总工会每年公布建造业薪酬调整，2015-2019年，香港地区建筑工人日平
均薪资为 1378、1489、1605、1666、1666港元，其中混凝土工人的日薪可以达到 2500-2600

港元，假设一月开工 20 天，汇率按照当年年末港元对人民币汇率结算，香港地区建筑业
工人月平均工资为 22927 元、26546 元、27098 元、29338 元、29935 元。对比同期内地
建筑工人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3508元、3687元、3918元、4209元、4567元，内地建筑工
人月平均工资仅为香港地区工人工资的 15%左右。由于香港地区现浇人工成本高，在内地
运输装配式建筑构件组装可节省大量人工成本，与传统现浇模式相比成本更低。由于内地
建筑工人年龄结构出现断层，后续劳动力补充不足，建筑工人工资水平持续上涨，有可能
向香港地区看齐。 

图 15：香港地区与内地建筑业工人月工资对比（单位：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wind、香港地区建造业总工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5.3. 房屋设计新颖，对异形构件需求量大 

香港地区土地资源非常宝贵，所以在设计阶段出于对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香港地区建
筑物形态各异，标准化程度较低，除此之外，出于对审美的要求，香港地区建筑物设计相
对比较新颖，以上两个因素导致香港地区对异形构件的需求很多，产品工艺更加复杂，对
应的附加值也较高。例如香港地区专上学院项目款式及类型复杂，几乎每层都需要单独设
计，对于异形构件需求量很大。内地地区目前建筑仍略显单调，随着土地资源逐渐减少和
审美的要求逐渐提升，未来会像香港地区逐渐靠拢。 

图 16：香港地区专上学院  图 17：佛山岭南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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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建海龙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建海龙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5.4. 装配率高、MIC建筑不断推广 

大陆地区装配式部件目前大多限制在墙、梁、板、柱，对于内饰的装配式涉及的比较少，
香港地区人工成本高，所以愿意尽可能提高工厂施工比例，以降低人工成本。香港地区装
配式对于贴瓷、粉墙等工序也都在工厂完成，随着近年来 MIC建筑法在香港地区推广，卫
生间、厨房等整体结构也可以在工厂生产完毕后到现场拼装，所以香港地区装配化率要明
显高于内地，香港地区房屋委员会在 2019 年报告中提出为增加预制率，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浴室和厨房都使用立体预制组件来建造。 

图 18：深圳海龙供应香港地区预制外墙板  图 19：筑友集团供应内地预制外墙板 

 

 

 

资料来源：中建海龙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筑友集团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5.5. 竞争格局较为稳定 

香港地区建筑业市场规模除 2019 年有所下滑以来，2015-2018 年逐年扩张，但是增速有
所放缓，香港地区建筑业市场逐步进入存量竞争博弈之中，目前以香港地区为主要目标市
场的预制构件厂有 6家，竞争格局趋于成熟，价格保持相对稳定。 

图 20：2015-2019年香港地区所完成工程总值（单位：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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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地区产能过剩、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需求不足导致价格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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