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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积极关注机器人概念股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市场表现 

上周指数维持缩量横盘震荡，沪深 300 指数全周收涨 0.75%，创业板

指收涨 3.32%。由于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 11 月 23-25 日在北京举行，

受消息刺激，申万机械设备板块上涨 5.32%，涨幅在各一级行业中排

名前列。子板块中，纺织服装设备延续强势表现，上涨 8.83%继续领

跑，其他专用设备和冶金矿采化工社杯涨幅靠前，农用机械表现较弱，

下跌 1.73%。 

 

重要行业信息 

 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 11 月 23-25 日于北京召开。 

 发改委批复合肥至安庆铁路 总投资 334 亿元。 

 德国铁路公司欲将中国高铁装备纳入采购范围。 

 中国和俄罗斯预计 12 月签署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项目协议。 

 波兰共和国总统安杰伊〃杜达将于 11 月 23 至 27 日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 

 

周观点及投资建议 

   

本周建议重点关注智能机器、轨道交通、农机装备板块投资机会。 

 

 智能机器：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将刺激板块上涨。建议积极关注：

机器人（300024）、博实股份（002698）、华昌达（300278）、新时

达（002527）、黄河旋风（600172）、江南嘉捷（601313）等。 

 

 农机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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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建议重点关注海达股份（300320）、鼎汉技术（300011）、

太原重工（60016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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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11.09% 9.34% 57.21% 

相对收益 5.99% 4.78%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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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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201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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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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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 

 

上周指数维持缩量横盘震荡，沪深 300 指数全周收涨 0.75%，创业板指收涨

3.32%。由于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 11 月 23-25 日在北京举行，受消息刺激，申万机

械设备板块上涨 5.32%，涨幅在各一级行业中排名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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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设备延续强势表现，上涨 8.83%继续领跑，其他专用设备

和冶金矿采化工社杯涨幅靠前，农用机械表现较弱，下跌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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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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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 11 月 23-25 日于北京召开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 11 月 23 日到 25 日在北京召开，届时围绕机器人领

域的高水平学术交流与最新成果、机器人市场最新趋势与机器人产业发展方向都将

向大众一一呈现。与此同时，中国制定的“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推进计划”也将

在会上公布。在此利好消息预热下，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将再次迎来发展风口。 

工业机器人指的是能取代人力并在人的控制下完成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作的多

关节机器手或多自由度机器设备，与人力相比，工业机器人具有低成本、高效率、

智能化、适应恶劣工作条件与长时间工作的优势。因此，近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

断上涨，工业领域“机器换人”现象普遍，工业机器人市场与产业也因此逐渐发展

起来。 

我国制造领域也备受高成本的劳动力制约，我国劳动者的平均时薪已经从 10

年前的 4.35 美元飙涨至 12.47 美元，高成本劳动力施压下，利用工业机器人转型智

能制造成为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制造业的重大战略之一。 

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2014 年工业机器人销量超过 5.7

万，同比增长 54%以上，约占 25%的全球销量。不过，其中本土供应商的销量仅为

1.6 万台，大部分市场被外资企业垄断，本土工业机器人替换空间巨大。同时中国

工业机器人密度只有 36 台/万人，与全球平均 66 台/万人还有很大的差距，更不用

说韩国（478）、日本（314）、德国（292）这样的高端制造强国。在《中国制造 2025》

的指引下，国内机器人企业将获得极大的发展机遇。建议关注：机器人（300024）、

博实股份（002698）、新时达（002527）、华昌达（300278）。 

 

 

2.2. 德国铁路公司欲将中国高铁装备纳入采购范围 

 

德国铁路公司首席采购官吴维〃君特在柏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公司有意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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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际供货商网络。他和公司高层考察中国市场后认为，中国供货商有实力与欧洲

同行竞争，采购中国高铁整车或机车是德国铁路公司几年后的“可能选项”。 

据了解，德国铁路公司今后 5 年平均每年的采购开支约为 100 亿欧元。他们希

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供货商，德国铁路公司国际采购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公司对铁

路车辆的零配件以及铁轨信号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产品需求非常大。目前计划在中国

主要采购这两类产品，他透露，经过前期的接触，德国铁路公司将中国中车、太原

重工等约 40 中国企业列入潜在的供货商范围，并计划在上海成立其亚洲第一个国

际采购办公室，负责与亚洲市场的供应商沟通联络采购的事宜。 

虽然德铁已经把 40 家中国企业列入潜在的供货商范围，但是要真正的成为德

铁的供货商，中国企业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是要通过德铁的技术检测，通过相关的

认证；二是要通过欧洲和德国相关机构的审批。目前相关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一旦

通过这些严苛的审核，就意味着中国的高铁企业可以正式成为德铁的供应商。 

 

尽管德铁还没有向中国高铁展开采购，但是德铁这样的表态无疑是迄今为止中

国高铁出海具有含金量的里程碑。目前全球的高铁列车和设备供应商主要是德国的

西门子，法国的阿尔斯通、中国中车以及日本的几家公司。这些国家的高铁市场基

本都是本土厂商的传统领地，国外厂商很难进入。德铁是德国最大的国内铁路运输

服务商，此前其供应商一直是西门子。德铁的决定，无疑是对中国的肯定，中国高

铁将会成为一块毋庸臵疑的金子招牌，更方便地进入更多更大的市场。建议积极关

注：太原重工（600169）、晋西车轴（600495）、辉煌科技（00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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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 11.16 

公司于 2015 年 9-11 月期间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

146.3 亿元人民币。另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和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及其新加坡分公司组成联合

体与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签订了约 6.2 亿元人民币 的地铁车辆

销售合同。 

机器人 11.16 

公司与广州风神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以

东风日产花都一工厂为战略合作切入点，展开汽车物流自动化样板

规划研究。 

鲍斯股份 11.16 

公司拟向柯亚仕、鑫思达、于红、诺千金、卡日曲、法诺维卡和瑞

海盛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阿诺精密

100%股份，初步商定交易价格为 4 亿元。同时向鲍斯集团和太和

东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

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金雷风电 11.16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56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4,875.43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大兆瓦风力发电主轴产业化项目。 

黄河旋风 11.17 

公司全资子公司明匠智能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

立一家合资公司，双方将通过合作，打造拥有当今世界一流工业化、

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等最前沿的工业 4.0 应用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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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居行业高端智能制造技术的龙头企业。 

山东维达 11.17 

 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苏州德迈科电

气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3.65 亿元。另外，公司拟通

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威达集团持有的威海威

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1.21 亿元。 

中国中车 11.18 

公司与吉来特卫星网络有限公司在北京签订了《中国中车股份有限

公司吉来特卫星网络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意向书》，研制高铁车载卫

星设备原型，开发卫星装备及服务平台。 

新日恒力 11.18 
公司拟以现金 156,560 万元收购许晓椿、北京明润、杭州茂信、西

藏福茂、杨利娟、王建荣合计持有的博雅干细胞 80%股权。 

埃斯顿 11.19 
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2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9.5

亿元，用于机器人相关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南风股份 11.20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近日与国核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了《CAP1400 国核压水堆示范工程 1 号、2 号机组 PL02 核级

不锈钢管道设备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638.99 万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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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制作并仅向本公司客户发布，本

公司不会因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不保证所包含的内

容和意见不发生变化。 

 

本报告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

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证券买卖建议。本公司及其雇员不承诺投

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及其雇员对任何人

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

易，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不进行披露；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

务、财务顾问等相关服务。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

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须在本公司允许的范

围内使用，并注明本报告的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若本公司客户（以下称“该客户”）向第三方发送本报告，则由该客户独自为此发送行

为负责。提醒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的投资者注意，本公司不对通过此种途径获得本

报告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

记为证券分析师。本报告遵循合规、客观、专业、审慎的制作原则，所采用数据、资

料的来源合法合规，文字阐述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观点，报告结论未受任何第三方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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