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要点： 
 能源装备：增持，看好天然气消费领域，重点推荐金鸿能源 
 智能装备：增持，重点推荐巨轮股份、软控股份 
 仪器仪表：增持，推荐检测设备相关标的，劲拓股份 
 其他专用设备：重点推荐华意压缩、太阳鸟 

 
报告摘要： 

 能源装备：增持。本周 NYMEX 天然气价格 2.96 美元，周涨幅 0.07%；

LNG 平均到岸价 9.97 美元，周跌 1.38%，LNG 出厂价 5433 元/吨，

持平，LNG 车用价 4.6 元/方，持平，LNG/柴油为 0.75；CNG 车用平

均 5.05 元/方，CNG/汽油为 0.83。发改委对外宣布 2015 实现放开除

民用天然气价格。有媒体透露油改今年将会“大动”，上游勘探开发

和一些大企业的天然气进口权有望部分放开，两大石油公司的混合所

有制改革也将深化。 
 智能装备：增持。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日前表示，2015 年将研究出

台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

新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中国版工业 4.0 战略持续推进。 

 仪器仪表：增持。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环保法》备受瞩目，

这是 1989 年我国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法》后的首次修订，

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其体现出六大亮点：立法理念创新，技

术手段加强，监管模式转型，监管手段强硬，鼓励公众参与，法律责

任严厉。新环保法带来新机遇：监测、工业污染处理最受益。 
 工程机械：中性。2014 年，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依旧被一片不景

气的氛围所笼罩，市场难言利好，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从

2014 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工程机械行业经营业绩仍不理想。 

 本周重点公司动态汇总。金明精机：公布 2014 年年度业绩预告：归

属股东净利润全年同比增长 5%~15%；北玻股份：设立北玻海泰。

重点公司 股价 13EPS 14EPS 15EPS PE PB 评级 

000669.SZ 金鸿能源 27.60 1.11 0.79 23.0 4.96 买入 

002073.SZ 软控股份 12.40 0.17 0.28 29.9 2.69 买入 

002031.SZ 巨轮股份 13.11 0.37 0.34 25.9 3.31 买入 

000404.SZ 华意压缩 7.70 0.30 0.34 17.5 2.08 买入 

300123.SZ 太阳鸟 10.99 0.44 0.17 39.9 3.39 买入 

300400.SZ 劲拓股份 30.87 0.59 0.54 0.62 49.8 买入 

300179.SZ 四方达 10.04 0.15 0.19 42.6 3.06 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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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主要观点 

 能源装备：增持。本周 NYMEX 天然气价格 2.96 美元，周涨幅 0.07%；LNG 平均到岸价 9.97 美元，周跌 1.38%，

LNG 出厂价 5433 元/吨，持平，LNG 车用价 4.6 元/方，持平，LNG/柴油为 0.75；CNG 车用平均 5.05 元/方，

CNG/汽油为 0.83。发改委对外宣布 2015 实现放开除民用天然气价格。有媒体透露油改今年将会“大动”，

上游勘探开发和一些大企业的天然气进口权有望部分放开，两大石油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将深化。 
 智能装备：增持。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日前表示，2015 年将研究出台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指导意见，进

一步明确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中国版工业 4.0 战略持续推进。 

 仪器仪表：增持。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环保法》备受瞩目，这是 1989 年我国公布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保法》后的首次修订，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其体现出六大亮点：立法理念创新，技术手段

加强，监管模式转型，监管手段强硬，鼓励公众参与，法律责任严厉。新环保法带来新机遇：监测、工业污

染处理最受益。 

二、重点公司动态及评级更新 

表 1：重点公司动态 
公司名称 内容 简要点评及评级 

金明精机 2014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3.45

亿元-3.7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 至 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783.41 万元-6334.2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 至 15%。

扣非后净利润 5082-5505 万元，同比增长 20%-30%，  

全年业绩基本符合预期。四季度交

付情况较好，使得全年业绩较三季

度提高明显。产业链延伸将是最大

看点。 

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 25 元。

北玻股份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3300万元与上海泰威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自

然人卢映川和李耕利共同投资设立 “北玻海泰”，开发制造玻璃智能切

割和搬运系统技术设备和玻璃数码打印技术设备。总投资 6000 万元，公

司占北玻海泰 55%股份，控股北玻海泰，其他出资人为泰威公司和卢映

川以技术出资。 

产业链延目前伸已迈出实质性一

步，我们认为后续外延扩张仍值得

期待 

维持“买入”评级。 

烟台冰轮 拟通过发行 0.32 亿股（9.78 元/股）股票方式购买冰轮集团持有的冰轮香

港 100%股权和办公楼资产，卖方承诺未来三年标的净利润不低于 0.65

亿、0.83 亿和 1.10 亿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发行 0.09 亿股

（待询价）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汉威电子 向华顺置业及陈泽枝等 14 名自然人以发行 0.2 亿股（15.58 元/股）股票

及支付现金 1.2 亿元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嘉园环保 80%股权，以向自

然人尚剑红发行 221.5 万股（15.58 元/股）股票及支付 0.3 亿元现金方式

购买其持有的沈阳金建 48.91%股权，并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 569.1 万股（14.02 元/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巨轮股份 中策清泉向公司购买液压硫化机的合同中，已交付承接方中策橡胶 25 台  

 工程机械：中性。2014 年，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依旧被一片不景气的氛围所笼罩，市场难言利好，企业

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从 2014 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工程机械行业经营业绩仍不理想。 
 本周重点公司动态汇总。金明精机：公布 2014 年年度业绩预告：归属股东净利润全年同比增长 5%~15%；

北玻股份：设立北玻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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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交付金额 0.42 亿元,已累计收款 0.38 亿元，0.04 亿保证金未到账。

富瑞特装 获准建设江苏省发动机再制造油改气工程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宏源证券 

三、行业动态 

表 2：行业动态 
细分行业 内容 相关上市公司 

能源 天 然

气 

1、 本周 NYMEX 天然气价格 2.96 美元，周涨幅 0.07%；LNG 平均到岸价 9.97 美元，

周跌 1.38%，LNG 出厂价 5433 元/吨，持平，LNG 车用价 4.6 元/方，持平，LNG/

柴油为 0.75；CNG 车用平均 5.05 元/方，CNG/汽油为 0.83。 

2、 国家发改委对外宣布,放开 24 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下放 1 项定价权限。包括能源领域

的,电力天然气价格的改革。 

3、 中国证券报透露，油改今年将会“大动”，上游勘探开发和一些大企业的天然气进口

权有望部分放开，两大石油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将深化。 

金鸿能源、胜利

股份等天然气运

营商。 

石油 4、 IPE 布油收 51.28 美元，下跌 9.11% 

5、 科威特环球投资公司预测,2015 年 OPEC 原油日供给量将达到 5731 万桶,即比 2014

年增加 136 万桶 

 

非 化

石 能

源 

1、 李克强会晤埃及总统，提出中方愿积极参与埃及高铁、铁路、海底隧道、核电站等

大项目建设 

2、 2015 年 1 月 4 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代表团赴河北省沧州市，与沧州市政府商讨

共同推进中核集团在该市重点项目的落实措施。 

江苏神通、久立

特材 

工业 4.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日前表示，2015 年将研究出台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中国版工业 4.0 战略持续推

进。 

2、 全球 3D 打印行业顶级盛会“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暨博览会”将于 2015 年 6 月

4－7 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 3D 打印领域的 1000 多位权威专家和企业代表将莅临

成都，共商 3D 打印 3.0 时代，并展出最新 3D 打印技术和作品。 

3、 2015 年中国机器人企业将达到 5000 家。 

4、 天津打造中国最大机器人展，民族工业发祥地步入 4.0 时代。  

软控股份、巨轮

股份等机器人相

关标的 

环保 1、 新环保法带来新机遇：监测、工业污染处理最受益。 

2、 广东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考核细则 

 

工程机械 1、 2015 年我国对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将达 8370～8510 亿元。 

2、 一带一路最后冲刺：投资或达 1.6 万亿美元 

3、 保险资金将参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建设 

 

其 他

专 用

设备 

冷链 1、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冷链运输物流企业健康发展，提升冷链运输物流服务水平，发改委、

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交通部、公安部、食药监局、央行、证监会、标准委等

十个部委联合发布指导意见。 

大冷股份、雪人

股份、华意压缩 

游艇 1、 随着青岛游艇产业的快速发展，一股游艇驾驶员培训考试的热潮正悄然兴起，2014

年共有 120 人在青岛通过了游艇驾驶员培训、考试，顺利获得新版游艇驾驶证 

2、 珠海游艇产业 2002 年从平沙镇起步，如今已成为国内设立最早、规模最大、档次最

高的游艇制造基地，今年游艇产业产值有望突破 30 亿元。 

太阳鸟 

国企改革 2015 年伊始，国企改革呈现加速迹象，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最快一季度出炉，由国资 华意压缩、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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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监管的 112 户央企未来可能会重组为 30 到 50 户。 机械、潍柴重机、

安徽合力 

资料来源：wind，宏源证券 

四、重要图表 

图 1：挖掘机当月销量及同比  图 2：压路机当月销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图 3：叉车当月销量及同比  图 4：汽车当月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图 5：日本机器人当季产销量  图 6：全球及各国工业机器人销量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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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空调当月产量及同比  图 8：家用电冰箱当月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图 9：水泥当月产量及同比  图 10：日用陶瓷当月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图 11：卫生陶瓷当月产量及同比  图 12：玻璃当月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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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有色金属当月产量及同比  图 14：粗钢当月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图 15：橡胶轮胎当月产量及同比  图 16：子午线轮胎当月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图 17：北京西直门北大街 PM2.5 日均浓度  图 18：上海静安监测站 PM2.5 日均浓度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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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月累计值及同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Wind 

图 20：国外天然气价格及替代能源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图 21：汽油/CNG  图 22：柴油/LNG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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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LNG 到岸价 图 24：LNG 车用价 图 25：LNG 出厂价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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