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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带来的智能机器投资机会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市场表现 

上周指数先扬后抑，周一延续上攻势头，盘整三天后周五下挫。沪深

300 指数全周收跌 1.24%，创业板指手掌 1.83%，申万机械设备板块上

涨 0.90%。涨幅在各一级行业中居中游。子板块中，纺织服装延续了

上周的强势表现，上涨 6.06%继续领跑，机床工具、环保设备涨幅靠

前，铁路设备、楼宇设备则表现较弱，分别下跌 3.96%、2.36%。 

 

重要行业信息 

 核电“十三五”规划方案拟定 

 湖南 50 亿元基金扶持 7 大新兴产业 助力节能环保产业 

 “十三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战略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2015 年 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3%，环比

下降 0.3%。 

 10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36.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狭

义货币(M1)余额 37.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0%。10 月份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 4767 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少 8523 亿元和

1770 亿元。 

 融资保证金比例提高，最低比例从 50%提高到 100%。 

周观点及投资建议 

市场经历了 4 天大涨后上周进入调整态势，本周我们认为可从智能机

器、农机装备两方面进行逢低布局： 

 智能机器：“中国制造 2025”作为制造强国三十年战略的第一个“十

年”战略，相关重点制造领域将会获得较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2015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下周将在北京开幕，将会刺激股价上涨。

机器人与产线自动化领域建议积极关注：机器人（300024）、博实

股份（002698）、华昌达（300278）、东方精工（002611）、新时达

（002527）、天奇股份（002009）等。 

 农机现代化：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中国

制造 2025”明确了农机装备为十大重点领域之一。此外，年底是

农业股一贯表现时机，一号文件出台前建议积极关注一拖股份

（601038）、、星光农机（603789）、大禹节水（300021）、新界泵

业（300145）、隆鑫通用（60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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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11.41% -9.12% 55.24% 

相对收益 2.67% -1.04% 10.03% 
 

[Table_Market] 重点公司 投资评级 

江南嘉捷 买入 

星宇股份 买入 

豪迈科技 买入 

天奇股份 买入 

先导股份 增持 

海油工程 买入 

美亚光电 增持 

星光农机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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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加速背景下的农机工业将焕发新

生机》 

2015-11-13 

《机械行业周报：中国国际工博会再次将市

场目光引向智能装备》 

2015-11-09 

《机械行业周报：持续关注智能装备、环保

设备、农机装备投资机会》 

2015-11-02 

《“十三五”规划呼之欲出,关注智能制造与

环保》 

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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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 

 

上周指数先扬后抑，周一延续上攻势头，盘整三天后周五下挫。沪深 300 指数

全周收跌 1.24%，创业板指手掌 1.83%，申万机械设备板块上涨 0.90%。涨幅在各

一级行业中居中游。 

 

图 1：上周申万一级行业及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子板块中，纺织服装延续了上周的强势表现，上涨 6.06%继续领跑，机床工具、

环保设备涨幅靠前，铁路设备、楼宇设备则表现较弱，分别下跌 3.96%、2.36%。 

 

图 2：上周机械设备行业子板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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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方面，次新股表现十分抢眼，康斯特、光力科技、诚益通等均有 20%左右

的涨幅。 

图 3：行业涨幅前五个股（%）  图 4：行业跌幅前五个股（%）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2. 行业重要信息及投资机会 

2.1. 核电“十三五”规划方案拟定 
上证报记者获悉，国家能源局牵头制定的核电“十三五”规划已有初步方案，

正在征求意见。规划涉及核电发展中长期展望，预计 2030 年核电装机规模达 1.2-1.5

亿千瓦，核电发电量占比提升至 8%-10%。这说明，未来很长时间，核电将是提升

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的重要力量。 

《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等公开文件明确，到 2020 年，核电装机容量 5800 万千瓦，在建 3000 万千瓦

规模，发电占比从目前的 2%提升至 4%。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对上证报记者表示，

如果“十三五”目标不下调，完成 8800 万千瓦的既定目标，预计“十三五”期间

每年开工 5-6 台机组。 

此外，核电“十三五”还将重点关注提高天然铀自主供应、核燃料循环产业发

展、军民融合、供应设备国产化率等核心问题。目前相关细节还在研究论证中。 

 

2.2. 湖南 50 亿元基金扶持 7 大新兴产业 助力节能环保产业 

湖南省将设立 50 亿元产业基金，对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

新能源、信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并逐步探索纳入省内其他新

兴产业。三湘都市报记者今天从省经信委获悉，《湖南省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

法(试行)》日前经省政府同意公布，这无疑为前述七大新兴产业加注了一针“助推

剂”。 

《办法》规定，产业基金参股子基金存续期最长不超过 8 年，其中投资期不超

过 5 年。子基金投资于湖南省境内项目资金比例最低不得低于 70%；对单个企业和

项目的投资不得超过子基金总资本的 20%。同时，产业基金不得用于贷款或股票、

房地产、企业债券等投资以及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 

 

2.3. “十三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战略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为了配合做好国家“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进一步深化“十三五”制造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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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科技工作，科技部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总体专家组近日在青岛组织召开了制

造业信息化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并赴海尔集团和红领集团进行了调研。高新司主

管领导、先进制造处有关同志，青岛市科技管理部门有关领导，以及来自部分重点

行业和企业的信息化主管及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 2025》规划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分析

了新形势下制造业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和特点，对“十三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发展

战略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科技部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在提高我国制造业

信息化水平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研究突破一系列共性关键技术并形成自主知

识产权软件的同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组织管理和推广体系，从行业到地方，

从大型国有集团企业到地方小微制造企业，从重点企业到产业集群，都开展了试点

和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会议认为，“十三五”期间，制造

业信息化工程应针对我国制造业现状和特点，结合信息化国际发展趋势，为进一步

提升我国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提出新的目标和任务。 

 

3. 重要公司公告 

 

表 1：上周重要公告 

公司名称 日期 公告内容 

南方泵业 11.09 

南方泵业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分步购买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股东郭少山、朱安敏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其中第

一期拟购买 30%股权，第二期拟购买剩余 70%股权。 

兴源环境 11.09 
兴源环境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吴劼等

14 名股东持有的中艺生态 100%股权。 

机器人 11.10 
公司与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在

轨道交通、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工程系统集成等领域展开合作。 

尤洛卡 11.11 
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师凯科技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恒立油缸 11.12 
公司拟通过全资孙公司亿 1370 万欧元收购哈威 InLine 液压公司

100%股权，并与德国哈威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国际合作协议。 

昆明机床 11.12 
公司拟向启迪科服投资和万安兴业发行 7415 万股，募集 4 亿元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菲达环保 11.13 

公司接到北京建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发来成交通知书，被确定

为织金县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的中标单位。中标价

为：垃圾处理政府补贴费用报价 66.5 元/吨。 

南风股份 11.13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南风投资增资 12,000 万元，南

风投资与新疆吉瑞祥、广东中惠集团共同出资成立新疆丝路联众新

能源有限公司，从事风力发电有关业务。 

胜利精密 11.13 

公司拟出资 8400 万元对易方数码进行增资，将持有易方数码 20%

的股权。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德乐科技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1785 万元在南京市设立控股子公司。 

新元科技 11.13 
公司拟投资 8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建设信息物流技术研发与装备

制造工厂建设项目。 

鞍重股份 11.13 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置入浙江九好办公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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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预估值为 37 亿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7 亿元。

交易完成后，郭丛军、杜晓芳夫妇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此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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