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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传统建材公司市值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作为传统行业的建材，我们一直以来看好推荐分别代表瓷砖、减水剂、水泥和防水材

料行业的蒙娜丽莎、垒知集团、祁连山和东方雨虹等传统公司市值不断创出新高，涨幅分别高达 321%、107%、273%和 400%。

可以看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和个案，而是具备行业系统性的原因。  

行业结构优化，优秀和龙头公司市占率提升成就持续发展新路径。通过各个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趋势看，瓷砖、减水剂、水泥

和防水材料等行业集中度在不断地提升当中，而集中度提升的背后是这些行业中优秀和龙头公司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在传统

行业需求空间增长下降甚至萎缩的情况下，优秀和龙头公司趁势拓展自己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自己的规模效应成为传统建

材行业中优秀和龙头公司的发展新路径。 

集中度提升背后是市场竞争加剧、政策推动和下游集中度提升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建材行业随着需求空间增速下降和萎缩，

叠加行业产能投放较多，导致产能过剩，行业环境恶化，一轮轮周期的波动让一些弱势企业被迫退出市场。同时国家不断趋

严的产能控制、落后产能淘汰、产品质量要求提升、环保政策压缩了劣质企业的发展空间，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导致劣质企

业关停、倒闭和破产。下游行业集中度提升对企业参与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挤压劣质企业市场空间。这些都为优秀和龙

头公司发展腾挪出新空间。 

新冠疫情加速劣质企业淘汰，并落地增量需求新空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急刹车，失业率

高增，稳增长带来全球流动性宽松的政策模式。面对外部环境风险，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稳增长有效方法，传统基建仍为

支柱力量，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韧性强，随着前期稳增长政策落地，内需建材行业增量需求将会显现，带动行业新的发展。

同时疫情对中小企业又进行了一次很强的市场淘汰，疫情之后中小企业的恢复也较慢，这进一步加速了传统建材行业集中度

提升的速度。 

供给和需求双驱力，内需老建材铸造优质核心资产。行业集中度提升趋势的驱动不但没有变化，疫情反而加速了这个趋势，

对于优秀和龙头公司在行业供给端和需求端存在着市场占有率提升的双重驱动，传统建材公司的原有成长路径会走的更顺畅。

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情况下，中国资产成为优质资产，中国的内需建材是中国内需政策和供给结构优化的最大受益者。老建

材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趋势铸就出核心资产。 

风险提示：增量需求落地情况低于预期、疫情发展出现不可控因素。 

行业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简称 
EPS(元) PE 

PB 评级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蒙娜丽莎 1.08  1.37  1.97  2.44  38 30 21 17 5.03 强烈推荐 

垒知集团 0.58  0.79  1.07  1.34  18 13 10 8   2.70 强烈推荐 

东方雨虹 1.44  1.93  2.43  2.97  38 29 23 18 6.32 强烈推荐 

冀东水泥 2.00 2.41 3.00 3.25 9 8 6 6 1.63 强烈推荐 

中国巨石 0.61  0.59  0.91  1.22  20  20  13  10  2.39 强烈推荐 

祁连山 1.59 2.46 2.73 3.20 13 8 8 6 1.89 强烈推荐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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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奇怪的现象：传统建材行业有些公司市值持续扩张  

以蒙娜丽莎为代表的瓷砖行业公司股价不断创出新高。蒙娜丽莎作为瓷砖行业的优秀领军企业，也是东兴证

券建材研究团队一直以来重点推荐的公司。市值从 2019 年 8 月中旬以来不断创出新高，到 2020 年 7 月中

旬涨幅高达 321%。报告见：《蒙娜丽莎（002918）深度报告：逆风向上迎拐点，双轮驱动立翘楚》2019-08-15 

帝欧家居作为 2B 业务快速发展的践行者，市值从 2019 年 8 月中旬到 2020 年 7 月下旬不断新高，涨幅高达

152%， 

图1：蒙娜丽莎股价走势  图2：帝欧家居股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以垒知集团为代表的减水剂行业公司股价不断新高。垒知集团作为全国布局的减水剂龙头，高性价比的产品

和服务更具竞争力。市值从 2020 年 1 月 3 日到 2020 年 6 月中旬，不断创出新高，涨幅高达 107%。报告见

《垒知集团（002398）深度报告：致高行远》2020-01-03 

苏博特作为减水剂另一个龙头公司，依靠产品技术优势，占领标志性基建项目制高点，提升品牌影响力。市

值从 2020 年 2 月 4 日到 6 月 16 日市值不断新高，涨幅高达 114%。报告见《混凝土减水剂行业深度报告：

潮起双强立，风正一帆悬》2020-04-13 

图3：垒知集团股价走势  图4：苏博特股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建材行业深度报告：集中度提升孕育老建材核心资产 P5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以祁连山和海螺水泥为代表的水泥行业公司，市值也不断创出新高。祁连山（600720）作为西北水泥龙头，

也是东兴证券建材研究团队持续重点推荐金股和重点标的，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开始持续上涨，到 2020

年 7 月下旬涨幅达到 273%。报告见《祁连山（600720）深度报告：成长中的西北水泥龙头》2020-02-17。 

海螺水泥（600585）作为水泥龙头公司大白马，被称为“泥茅”，市值从 2016 年以来不断地创出新高。从

2016 年初开始连续 4 年的上涨，到 2020 年 8 月涨幅高达 458%。 

图5：祁连山股价走势  图6：海螺水泥股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以东方雨虹、科顺股份等为代表的防水公司股价不断创出新高。东方雨虹作为防水材料行业的龙头公司，随

着规模的快速提升，成本等综合优势凸现。从 2018 年 10 月中旬到当前市值也是不断创出新高，涨幅高达

400%。报告见《建筑防水材料产业报告: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 2020-04-09。 

科顺股份作为行业第二名紧紧跟随。市值从 2019 年 2 月初到当前不断创出新高，涨幅高达 237%。 

图7：东方雨虹股价走势图  图8：科顺股份股价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 行业结构嬗变孕育龙头和优秀公司发展新路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创新高的公司要么是龙头公司，要么是行业内优秀的公司。为什么是这些公司的股价不断

地屡创新高？这和我们一向的认知“建材行业属于产能过剩的行业，随着地产行业进入发展后阶段和中国基

建投资空间收窄，行业景气度应该进入下行通道”相矛盾。究竟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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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材行业龙头和优秀公司市占率逐步提高，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中国水泥行业已进入寡占格局。一直以来水泥行业集中度水平处于不断提升的态势当中，在 2011 年 CR3 仅

为 20.04%，到 2019 年 CR3 的水平达到 39.46%，年复合增长率为 8.84%。 

图9：水泥行业 CR3 的变化情况   图10：防水材料行业 CR3 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防水材料行业龙头地位稳固，行业的前三大公司的营业收入占比也是处于不断地提升年当中，从 2013 年的

占比为 6.07%，到 2019 年占比达到 24.06%，年复合增长率为高达 25.82%。 

图11：减水剂行业 CR3 的变化情况  图12：瓷砖主要上市公司市占率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减水剂行业的 CR3 从 2014 年的 8.79%，波动上行达到 2018 年的 12.50%，年度复合增长率为 9.20%。 

而瓷砖行业的主要 2 家上市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从 2015 年的 0.78%，上升至 2019 年的 2.90%。年度复合增

长率为 38.86%。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统行业的建材行业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龙头和优秀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水平处于不

断地提升当中，行业的集中度不断提升，行业结构发生着不断地变化。集中度提升成为行业产业链地位提升

的路径，市占率提升成为行业中优秀和龙头公司持续发展和成长的基本路径。也就是说作为传统的建材行业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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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业的规模提升空间收窄或者规模收缩但优秀和龙头却在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得到持续的

发展和成长。 

 2.2 龙头和优秀公司乘势而为不断布局，提升市占率 

海螺水泥利用自己的华东根据地的沿江布局优势，在海外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通过并购在国内收购水泥资产

不断地做大做强。公司本身综合竞争力强，单位成本低，在行业景气度下行当中具备很强的抗风险能力。公

司具备很强的并购和管理能力，在国内水泥产能严控新建的政策下通过收购，开启了自己不一样的成长路径。

比如像收购巢东股份的水泥资产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护城河。公司从 2000 年只有 12 亿营业收入的规模

经过近 20 年，成长为营业收入规模高达 1570 亿的全球水泥龙头公司。 

图13：海螺水泥营业收入和增速  图14：东方雨虹营业收入和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东方雨虹利用 2B 的业务模式，直销地产商，使得自身的规模快速扩大。生产基地快速实现全国的布局，成

为行业中唯一完成全国化布局的防水企业，建设了 28 个生产基地，辐射全国各地。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得

到很好地确立和巩固，成本优势进一步得到提升。从 2005 年营业收入规模仅有 1.75 亿元的小防水材料企业

逐步成长为 2019 年营业收入规模高达 181.54 亿元的中国防水材料绝对龙头。 

3. 去投资和绿色发展时代，市场竞争和政策加剧落后企业环境恶劣 

3.1 经济发展转型后，市场竞争推动导致落后企业生存环境恶劣 

作为传统的周期性行业，行业处在大大小小的周期变化中。比如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下，行业的需求环境发生

变化，如果产能没有外部条件控制，产能建设的滞后性往往会带来行业周期性的景气波动。更主要的是中国

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带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中枢不断下移，带来行业需求空间增长收窄甚至萎缩。 

去投资化中经济变革中，行业景气度下行推动水泥和瓷砖等行业集中度提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

济已经进入到去投资化的阶段，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增长开始向服务、高科技和绿色发展驱动的增长

方式转变，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处于总体下降的态势当中。建材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产能增长过

快和需求增长的不匹配会导致产能过剩，行业景气度下行。景气度下行的过程当中，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

企业会被迫退出市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建材行业进行市场化优

胜劣汰的快速淘汰过程。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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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增速  图16：中国 GDP 的三驾马车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像水泥行业在 2011 年之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阶段，水泥需求旺盛，同时也带来了水泥产能的过

度建设，导致水泥产能出现阶段性的严重过剩。随着水泥行业景气度下行，一些企业受到较大的市场影响和

冲击盈利水平大幅下降，甚至亏损。这种市场的变化让一些小企业退出市场。 

图17：全国瓷砖产量和增速  图18：全国房地产竣工面积和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像瓷砖行业在经历了一年年行业景气度下降的过程当中，一些中小企业逐步被迫退出市场。2017 年以前由于

需求较好，产能上马较多，导致瓷砖产能过剩。从 2017 年以来随着需求的萎缩，行业的供需态势恶化，行

业景气度下行，行业竞争环境恶化。一些综合竞争力较差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从而行业总产量从 2017 年

以来出现了持续 3 年的下降。瓷砖产量从 2016 年 102.6 亿平方米的最高点，连续 3 年的下降，到 2019 年

产量降至仅有 82.25 亿平方米。竞争力差的企业不断从市场中退出。 

另外像减水剂和防水材料等行业也同样经历这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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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保、产能控制和淘汰等政策迫使落后企业退出市场 

环保、产能控制和落后产能淘汰等政策趋严使得一些企业失去生存和发展能力。建材行业作为传统行业，在

经济粗放式发展模式下一般是环境污染的大户，像陶瓷、防水材料、减水剂等均属于环境污染行业。随着国

家经济发展进入绿色发展阶段，环境保护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原来一些依靠环保投入少，降低

成本来获得的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随着环保政策和法规趋严，环保成本提升，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积压

了企业的利润，削弱了这些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一些小企业被迫停产和倒闭，以及被相关部门关停。像瓷砖

行业、防水材料行业和减水剂行业都是因为环保增加了原先环保治理投入少的企业成本，对这些企业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对于一向规范和环保投入较多，环保标准一直较高的优秀企业影响不大。 

表格  1：国家相关污染治理法规和政策一览 

时间 中央颁布的相关法规政策 颁布部门 

2013.9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 国务院 

201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全国人大 

2017.1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国务院 

2017.3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环保部等 

2017.6 
关于征求《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20 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

准修改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保部 

2018.7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国务院 

2018.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陶瓷砖瓦工业》 生态环境部 

2019.3 《2019 年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点》 生态环境部 

2019.8 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 生态环境部 

2019.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危险废物焚烧》 生态环境部 

202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全国人大 

资料来源：各部门网站、东兴证券研究所 

传统瓷砖行业属于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环境污染大，是国家重点监管的对象。近年来环保管控加码，2017

年《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最新修订单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要求全面收严，在环保

方面向陶瓷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政府出台多项法规政策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地方政府也出台相关政

策强化对“散乱污”企业的综合整治。 

表格  2：《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2014、2017 修改单对比 

污染物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2014 年修改单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2017 年修改单（征求意

见稿） 

 
喷雾干燥塔 陶瓷窖 喷雾干燥塔 陶瓷窖 

颗粒物 30mg/m³ 30mg/m³ 20mg/m³ 20mg/m³ 

二氧化硫 50mg/m³ 50mg/m³ 30mg/m³ 30mg/m³ 

氮氧化物 180mg/m³ 180mg/m³ 100mg/m³ 150mg/m³ 

资料来源：环保部、东兴证券研究所 

一些瓷砖小企业环保设施不全，不达标，导致环保趋严后成本增加，甚至被迫停产，有些规模以上企业也受

到影响。大中型企业响应政策，通过“煤改气”等措施改造“绿色生产线”，而部分环保不达标的小企业被

勒令关停整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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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的产能政策制约了一些落后企业的发展。2011 年以来国务院严控水泥产能投建以来，水泥行业由

前期的市场化淘汰，逐步转变为政策的驱动。加上落后产能淘汰政策推动，一些小企业由于生产线的落后等

各种原因被市场淘汰。包括一些上市公司也因经营困难并收购，像被海螺水泥收购的原上市公司巢东股份水

泥资产，还有西水股份、狮头股份等水泥资产退出上市公司历史舞台。 

中国建材、海螺水泥、冀东水泥等通过产能置换、收购和并购等不同的方式不断地优化自己的产线，不断地

逐步做大做强，使得自己的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 

从长期看中国水泥行业的并购趋势还没有结束，在产能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一些小企业很容易在行业景气度

下降的市场竞争当中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而被大企业收购或者被推出市场舞台。 

防水材料和减水剂企业不但有环保的对弱势企业的挤压，还有产品和服务标准的提升。国家对于防水材料使

用年限从 5 年提高到 10 年，最新的《建筑和市政工程防水通过规范》中甚至提出防水材料使用年限提高到

25-30 年。同时，几年来国家加大对防水卷材和涂料的抽检力度，并持续出台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政策。这些

都对防水材料行业中的落后企业挤压严重。 

表格  3：2010 年以来国家层面针对淘汰建筑防水材料行业落后产能的文件政策 

发布时间 文件或政策名称 内容要求 

2013.1.15 《建筑防水卷材行业准入条件》 明确了建筑防水卷材新建生产规模、工艺与装备要求，同时对生产线

能源消耗、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都提出明确要求。 

2013.12.31 《沥青基防水卷材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 

将现有有胎沥青基防水卷材能耗限定值提高到 220kgce/km²、有胎沥

青及防水卷材能耗先进值提高到 180kgce/km²。 

2016.9.28 《建材工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 

推广使用长寿命、低渗漏、免维护的高分子防水卷材、防水密封胶。 

2016.9.30 《建筑防水卷材产品生产许可证

实施细则》 

规定发证产品及标准、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生产设备及

工艺要求等，提高行业发展规范化程度。 

2019.10.30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本） 

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东兴证券研究所  

减水剂作为化工品管理，要求退城入园提高投建新产能门槛。2016 以来年随着环保标准的提升，减水剂合

成企业逐渐归为化工类企业进行管理，执行“退城入园”的政策。由于工业园区的进入门槛更倾向于规模较大，

环保水平较高的企业，小企业因为环保不达标而基本被拒之门外，被淘汰出减水剂市场。 

表格  4：国家和地方化工品管理相关政策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文件或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年 9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 

到 2025 年，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

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

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 

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年 2 月 《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 加快实施人口密集区域危险化学品和化

工企业生产、仓储场所安全搬迁工程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

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工程全

面启动实施。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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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游集中度提升对企业标准提高，挤压小企业的空间 

随着中国建筑和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发展，房地产和建筑等行业的集中度也处于不断的提升态势当中。随着地

产和建筑行业的集中，地产和建筑头部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头部地产和建筑公司对于建材供应商的选择通过

招投标模式进行，对参与投标的企业有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并且每个地产和建筑企业选择的供应商数量有

限，优秀和头部的建材行业公司将从中受益，市场份额得到提升，而小企业市场份额受到挤压。 

图19：房企销售集中度情况  图20：6 大建筑央企市场份额变化情况（以新签合同金额计）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加上精装房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房地产企业通过招投标模式采购建材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2B 模式成为

了很多建材企业快速发展的新路径，同时也挤压了小企业的市场份额，以 2C 模式为主的小企业发展受到很

大的制约。  

4. 新冠疫情加速小企业淘汰，落地增量需求带来发展新空间 

4.1 疫情造成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全球进入政策宽松模式 

2020 年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感染人数接近 2000 万，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图21：全球新冠疫情新增病例   图22：中国新冠疫情新增病例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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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新冠疫情的出现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各国的开启了非正常的工作和

生活模式，全球正常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滞，经济出现了熔断。企业不能正常开工，线下市场几乎被关停。企

业不能正常经营，但还要负担一切经营所需的刚性成本，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出现大幅下降甚至大幅亏损。 

全球经济受到重创。中国 GDP 增速 2020 年 1 季度下滑 6.8%；美国和欧元区的 2 季度 GDP 增速仍持续大

幅下降至负增长 9.54%和 15%。随着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2 季度 GDP 增速虽转正为 3.2%，但较正常水平

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失业率也出现上升，美国失业率飙升超过 10%，中国失业率在 6%左右

波动，欧元区失业率达到 7.8%，一改 2013 年以来的持续下降趋势。 

图23：中国、美国和欧元区单季 GDP 增速   图24：中国、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为了应对疫情，全球开启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各国纷纷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多管齐

下实施降息、购买国债和资产抵押债券，实施财政刺激计划等。欧洲各国不但实施量化宽松，也启了 3.4 万

亿欧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日本也推出 56 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国也通过不断地降准以及低利率的资

金投放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同时提高政府赤字率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 

图25：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变化   图26：中国 LPR 利率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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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欧洲应对疫情的量化宽松变化趋势  图28：中国政府财政赤字率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2 中国传统基建仍是支柱，叠加地产投资韧性建材增量需求落地 

专项债和信贷齐发力，传统基建依然是稳增长的支柱。2020 年中国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大幅增长，1-7 月专

项债发行额度为 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38%，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比约 56%。2020 年以来贷款额度增速

不断提升，到 6 月份达到 13%的增速。 

传统基建绝对规模大，是稳增长的主要支柱力量。中国基础设施投资 2019 年达到 18.2 万亿，而新基建额度

仅有几千亿规模，面对疫情的对经济的巨大影响新基建很难负担重任。所以，传统基建成为应对疫情稳增长

的支柱。 

图29：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和增速  图30：中国金融机构信贷额度和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传统基建先发力叠加后续地产投资韧性，建材增量需求开始落地。随着国内疫情的结束和国外疫情的应对机

制的完善和有序，经济开始见底改善。传统基建作为经济稳增长的主力先开始逐步改善，2020 年 6 月基础

设施建设累计投资同比增速为-0.07%，较上月改善 3.24 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速的韧性也在逐步显现，

2020 年 6 月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增长 1.90%。随着地产和基建增速的改善和提升，建材行业增量需

求将会逐步落地，为建材行业提供好的发展需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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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图32：中国房地产投资和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3 疫情对小企业冲击大且恢复较慢，有利优秀和龙头公司市占率提升 

大企业比小企业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疫情是试金石。大企业由于其充裕的货币资金，面对疫情有较强的抵

御风险能力。但小企业在疫情中应对风险能力差，由于不能正常经营和关门导致损失巨大。所以，失业的人

员上应该是小企业的从业人员较多。疫情导致很多小企业关停。小企业在疫情之后的恢复趋势情况也相对于

大中企业差。从 PMI 生产和新订单指数看，小企业的疫情后的改善趋势情况向下，而大中企业的改善趋势向

上。 

图33：中国 PMI 在手订单指数  图34：中国 PMI 新订单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对于建材行业中很多行业由于 2B 业务受到下游大客户像地产商的要求标准较高，很多小企业以 2C 业务模

式为主。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对于 2C 业务影响巨大，很多门店因为疫情无法正常营业，几乎处于关停状态，

疫情后恢复情况也相对较慢，我们没有小企业的直接经营数据，但是我们从零售数据可以看到 2020 年 6 月

建筑装潢材料类销售额同比增速仍处较差水平，仍同比大幅下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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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中国建筑及装潢材料销售额同比  图36：美国中小企业盈利趋势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疫情对竞争力差的企业进行淘汰，有利于优秀和龙头发展。我们没有中国小企业的直接利润数据，但我们从

PMI 指数、建筑及装潢材料零售额的同比变化以及美国中小企业的盈利趋势，可以看到疫情对于小企业影响

较大，通过调研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但是 2C 模式的小企业因为门店关停无法正常经营，2B 模式的小企业在疫

情中因为现金流周转问题而被迫退出市场竞争。总之，疫情对于小企业进行了又一次强力的市场淘汰。而抗

风险能力强的优秀公司和龙头公司在经历过疫情的冲击之后，进入一个供给和需求都有利的行业发展环境。 

5. 供给和需求双驱力，内需建材公司成为疫情后的优质核心资产 

建材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趋势在疫情后加速。产能控制、落后产能淘汰、环保以及下游集中度提升作为建材行

业的集中度提升的驱动因素没有发生变化，并且还有进一步的趋严和趋强。疫情作为突发事件让建材行业的

市场环境恶化，对小企业和一些竞争力差的企业进行了一次大力度的市场淘汰，行业环境又进一步得到优化。

而龙头和优秀公司基于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能够应对这次疫情带来的市场危机。小企业的淘汰为龙头和优秀

企业腾挪出了市场的空间和改善的市场环境。 

增量需求落地，加速优秀和龙头公司发展。随着疫情在国外的蔓延和发展，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中国

建材行业作为内需行业将充分受益于防风险政策带来的增量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龙头和优

秀的建材公司不但在行业供给端被优化，在需求端也带来新发展空间。有利于龙头和优秀公司加速提升自身

的市场占有率水平，加速建材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中国经济率先见底推动中国内需建材成核心资产。中国疫情率先得到控制，经济率先开始复苏。而国外的疫

情还在不断地蔓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在这种形式下中国资产将成为优质的资产，而中国资产中内

需建材行业资产将成为中国资产中的核心资产。 

我们看好建材行业中龙头公司的业绩弹性和优质公司业绩成长的持续性，继续看好瓷砖、水泥、减水剂、玻

璃、玻纤、管材和石膏板行业中的龙头和优秀公司。 

我们继续推荐：瓷砖行业的蒙娜丽莎和帝欧家居，减水剂行业的垒知集团和苏博特，防水材料行业中的东方

雨虹、科顺股份和凯伦股份，水泥行业中的海螺水泥、华新水泥、冀东水泥和祁连山等，管材行业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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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塑、伟星新材和东宏股份，玻璃行业中的旗滨集团、信义光能、福莱特、山东药玻和福耀玻璃等，玻纤

行业中的中国巨石、再升科技和长海股份以及板材中兔宝宝和北新建材等。 

6. 风险提示 

增量需求落地情况低于预期、疫情发展出现不可控因素。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建材行业深度报告：集中度提升孕育老建材核心资产 P17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深度报告 瓷砖行业深度报告：好生意集中度提升，翘楚机遇期逐鹿 2020-06-18 

行业深度报告 混凝土减水剂行业深度报告：潮起双强立，风正一帆悬 2020-04-13 

行业深度报告 建筑防水材料产业报告: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 2020-04-10 

行业深度报告 后疫情时代系列报告之二：业绩估值双升力，内需水泥看今朝 2020-03-28 

行业深度报告 水泥和玻璃 2020 年展望: 高景气度持续，从下而上寻找弹性 2020-02-14 

行业深度报告 玻纤 2020 年展望：关注行业供需改善拐点的到来 2020-02-11 

行业深度报告 建材行业 2020 年度展望：看好消费建材 C 模式超预期机会 2020-02-03 

行业季度报告 消费建材:B 模式当前完胜，C 模式不要悲观 2019-11-19 

行业季度报告 水泥、玻璃和玻纤:周期收尾，增量带动龙头公司可期 2019-11-19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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