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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板块出现较大回调带来个股低位布局机会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市场表现 

上周指数在前四天缩量横盘，周五放量大幅下挫，沪深 300 指数全周

收跌 5.76%，创业板指收跌 5.38%。各行业板块也呈现不同程度的下

跌，申万机械设备板块下跌 6.03%，略微跑输沪深 300 指数。子板块

中，内燃机、磨具磨料、仪器仪表等子板块抗跌性较强，分别下跌

4.02%、4.12%和 4.49%，跌幅较小；而环保设备、印刷包装机械、工

程机械等子板块跌幅较大，跌幅均在 8%以上。 

 

重要行业信息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工信部官员在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透露，机器人十三五规划初

稿已经完成，目标是到 2020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达到

80 万台。 

 "十三五"高铁网大扩容，地方谋划多条干线通道。 

 

周观点及投资建议 

上周市场出现了大幅回调，智能装备板块也出现一定下跌，建议可以

逢低布局相关个股： 

 

 智能机器：机器人十三五规划初稿完成，意味着正式版本的出台

渐行渐近，建议积极关注：机器人（300024）、博实股份（002698）、

华昌达（300278）、新时达（002527）、东方精工（002611）等。 

 

 农机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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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导致智能装备需求低于预期、农机行业竞争超预

期、轨交项目推进低于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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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3.42% 22.36% 42.32% 

相对收益 4.42% 11.40%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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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 

 

上周指数在前四天缩量横盘，周五放量大幅下挫，沪深300指数全周收跌5.76%，

创业板指收跌 5.38%。各行业板块也呈现不同程度的下跌，申万机械设备板块下跌

6.03%，略微跑输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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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磨具磨料、仪器仪表等子板块抗跌性较强，分别下跌 4.02%、

4.12%和 4.49%，跌幅较小；而环保设备、印刷包装机械、工程机械等子板块跌幅较

大，跌幅均在 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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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3 / 6 

[Table_PageTop] 行业动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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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 23 日在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方来宾表示诚挚欢迎。习近平表示，我们愿加强同各

国科技界、产业界的合作，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使机器人科技及其

产品更好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服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向大会召开表

示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

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

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对促进中国和全球机器人

技术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这将有力促进机器人新兴产业的

成长，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希望各国科学家企业家携手加强合作，推动

机器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更大突破，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为开创人类社

会的智能时代作出新贡献。 

有工信部官员 23 日在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透露，机器人十三五规划初稿已

经完成，目标是到 2020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达到 80 万台。截止到 2014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为 18.94 万台，那么到 2020 年的 80 万台复合增长率为

27%。同时，随着国内的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与国际巨头的差

距，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也将是大趋势。建议积极关注：机器人（300024）、博实股

份（002698）、新时达（002527）、华昌达（300278）、东方精工（002611）等。 

 

2.2. "十三五"高铁网大扩容，地方谋划多条干线通道 

 

近日，多个地方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透露，“十三五”期间，全国将新

增多条铁路干线。这包括银川到兰州，包头到西安、重庆、贵阳，大同到太原、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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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以及厦门到长沙、重庆等线路。 

11 月 24 日消息，据铁路行业人士透露，原来国家中长期铁路规划提出的是“四

纵四横”客运专线，“十三五”时期可能要变成“六纵六横”或者“八纵八横”高

铁。目前规划方案还处于研究评审和讨论阶段，正式文本或到明年 6 月以后出来。 

据近期公布的地方“十三五”规划建议，中西部省份均将高铁建设列为未来五

年重点建设内容之一。据重庆、陕西“十三五”规划建议，下一步陕西将加快“米”

字形高铁网、大西安地铁网和关中城际铁路网建设，重庆也将着力发展高速铁路，

铁路里程新增一千公里，完善“米”字型铁路网。这意味着重庆到厦门，重庆到昆

明，重庆到西安，以及西安到银川，西安到包头等客运专线将在“十三五”开工，

成为新的高铁网络的一部分。其中，不少地方确认，新的高铁线路已经纳入到国家

规划。 

我们一直坚持轨交投资作为政府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之一，再次强调，时至今日，

观点依旧未变。同时，高铁“走出去”也不断有所斩获。在马来西亚推销铁路又有

成效后，李克强总理在苏州召开的第十六次中国—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继续力推

中国高铁。24 日上午结束与爱沙尼亚总理罗伊瓦斯会谈后，李克强当即把发改委主

任徐绍史叫到身边，要求迅速与泛波罗的海铁路联盟对接，加快推进波罗的海高铁

项目建设；25 日上午邀请来华出席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共同乘坐中国高铁，并表示在高铁和铁路设计、建设上为中东欧国家提供

量身定制的方案和产品，将助推各国工业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建议积极关注：太

原重工（600169）、晋西车轴（600495）、鼎汉技术（300011）、永贵电器（3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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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 

隆化县人民政府与南方泵业及中咨华宇签订了《河北省承德市隆化

县自来水及污水厂 PPP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及《河北省承德市隆化

京津水源涵养地七家茅荆坝区域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5 亿元。 

软控股份 11.23 

公司拟以不低于 14.23 元/股的价格，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69 万

元，将用于轮胎装备智能制造基地（5.1 亿元）、工业机器人及智能

物流系统产业化基地二期（3.7 亿元）、轮胎智慧工厂研发中心（2.4

亿元）、智能轮胎应用技术中心（1.4 亿元）等 4 个项目的建设。 

宝馨科技 11.2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阿帕尼与山东祥世签订《济南林景山庄小区高

压电极锅炉供热项目委托建设合同》，合同金额 3500 万元。 

埃斯顿 11.24 
公司及子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两笔较

大金额政府补助资金共 4,018.00 万元。 

江苏神通 11.24 

公司发布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以 11.26 元/股的价

格,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共 169 名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 361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74%。业绩考核：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相对于 2015 年的扣

非后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240%、260%、280%。 

京城股份 11.26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京城控股持有的京城国际 75%股权，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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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中约 1.25 亿元对全资子公司京城香港增

资，用于京城香港购买京欧公司持有的京城国际 25%股权。同时公

司拟募集配套资金 2 亿元，京城控股承诺认购其中的 3000 万。 

华东数控 11.26 

公司拟以 9.84 元/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707 万股，募资不超过 6.6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第一大股东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将从 16.46%提升

至 20.30%。 

日发精机 11.27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日发航空数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特殊机构

客户签订的飞机机身前段数字化装配系统合同，总金额 4300 万元。 

东杰智能 11.27 

公司与上海时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洋琴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东至杰智能

设备有限公司，其中东杰智能出资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全资子公司太原东杰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漫时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洋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东杰智能软件（深圳）有限公司，其中东杰软

件出资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京山轻机 11.27 

公司以自有资金 2950 万美元，对香港轻机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

香港轻机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 50 万美元增加至 3000 万美元，公司

持有其 100%的股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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