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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 2025 支撑文件有望明年初出炉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市场表现 

上周大盘缩量震荡下跌，沪深 300 指数全周收跌 1.89%，创业板指则

相对强势，全周横盘收跌 0.78%。从行业看，除了个别板块外，大多

数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申万机械设备下跌 3.23%，跌幅相对

较大。子板块中，楼宇设备继续体现其低估值及防御性，和磨具磨料

板块跌幅较小，全周下跌 2.07%和 1.81%，跌幅在子板块中较小；而

农用机械、环保设备等子板块下跌幅度较大，分别下跌8.17%和5.19%。 

 

重要行业信息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 

 中国制造 2025 支撑文件明年初出炉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首

次设立无人机分会场、机器人分会场 

 

周观点及投资建议 

继上周大跌反弹之后，大盘出现缩量阴跌，虽大盘跌幅不大，但是个

股 10%以上跌幅却很普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建议积极关注经济

转型过程中涉及的重点领域板块，逢低布局。 

 

 智能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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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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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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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icQuote] 历史收益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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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沪深300

 
 

[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0.37% 26.46% 38.68% 

相对收益 0.56% 13.35%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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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11月制造业 PMI环比回落至 49.6%,倒逼

制造业加速转型》 

2015-12-07 

《立足“十三五”规划 ,重点布局中国制造

2025》 

2015-12-04 

《智能机器板块出现较大回调带来个股低位

布局机会》 

2015-11-30 

《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积极关注机器人概

念股》 

20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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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 

 

上周大盘缩量震荡下跌，沪深 300 指数全周收跌 1.89%，创业板指则相对强势，

全周横盘收跌 0.78%。从行业看，除了个别板块外，大多数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下跌，申万机械设备下跌 3.23%，跌幅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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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设备继续体现其低估值及防御性，和磨具磨料板块跌幅较小，

全周下跌 2.07%和 1.81%，跌幅在子板块中较小；而农用机械、环保设备等子板块

下跌幅度较大，分别下跌 8.17%和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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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四个字：稳、实、改、松 

备受关注的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作为年度最重磅的经济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不仅是总结 2015 年中国经济的成绩单，更是定调

2016 年的经济工作重点和宏观政策走向。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无论是全面小康要求还是社会发展需要，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依旧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目标，为此，稳增长仍是此次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预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会推出既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

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 

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改革的基础，为此，稳增长仍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

要议题。 

供给侧改革将出实招。在 11 月 10 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强调在供给侧加强改革、提高质量和效率。紧接着，在 11

月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

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措施落地，

先是国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消费升级的政策，接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部署加快企

业技术升级改造，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可以肯定的是，改革的宏观思路愈发明晰。

由以前的需求管理、短期刺激更多地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甚至将把更多笔

墨用于供给侧管理。 

深化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变化，在过去短短的两年内已经得到了集中体现。

未来五年官方稳定经济增长政策会更多寓于改革之中，而且在 2016 年将继续深化，

而且也将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 

宽松政策将显著加码。对于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来说，保持一定的速度

很关键，按照目前的态势，2016 年的经济工作重点还是要想方设法调动一切积极性

稳增长。除了稳定经济增长政策会更多寓于改革之中以外，接受证券时报采访的专

家指出，一些政策将更加“松”,比如，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 

 

2.2. 中国制造 2025 支撑文件明年初出炉 
近日举行的“2015 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上，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

透露，“中国制造 2025”已制定了一个“1+11”的文件支撑体系，11 个文件包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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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程落实方案、四个专项规划和两个三年行动计划。 

  五大工程方案即“中国制造 2025”已经确定的智能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

新工程、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的落实方案。四个战

略性领域专项规划分别是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信息产业发

展规划、医药工业发展规划。两个重要支撑性行动计划是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三年

行动计划和发展服务型制造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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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远股份 12.07 

公司与鑫国欲养护签署《关于合作开发道路养护工程市场并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的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双方拟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

森远路桥公司，从事公路路基、路面、桥梁、隧道、市政道路养护

工程施工；技术服务；大型工程机械设备销售、融资租赁、售后服

务。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6,225 万元。其中，公司以设备（大型热再

生重铺机组一套）作价出资，认缴注册资本 2,490 万元，占注册资

本 40%。 

兰石重装 12.07 

公司近日收到张掖市晋昌源煤业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确定公司在“张掖市晋昌源煤业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中温煤焦油加

氢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中标，预计合同金额：5.5 亿元。 

新天科技 121.07 

公司拟向不超过 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9,000

万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8 亿元，用于公司智慧水务云服务

平台项目、智慧农业节水云服务平台项目、“互联网+机械表”升级

改造产业化项目和移动互联抄表系统研发项目，拟投入金额分别为

2.8 亿元、1.8 亿元、1.8 亿元和 1.2 亿元。 

三川股份 12.08 
公司披露高送转预案，公司 2015 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7 股

转增 8 股并派现 0.5 元（含税）。 

中信重工 12.09 
公司投资 3000 万美元认购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3996.HK）

发行的 H 股股票。 

神州高铁 12.09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了全路首次动车组车厢

视频监控系统招标，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华兴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在时速 250 公里和 350 公里统型动车组采购项目中标，合计中标

数量 40 列，预计将在 2016 年 3 月前完成交付。 

电光科技 12.09 
公司拟与乐清丰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拟发起服务

于电光科技并购与产业整合的互联网教育产业基金。 

太原重工 12.11 
公司于近日收到由德国铁路股份公司颁发的《德国铁路股份公司供

应商资质认证证书》， 认证产品为200公里以下铁路整体车轮 

华昌达 12.11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徐工机械 12.11 

公司拟以 6.77 亿元作为对价向实际控制人徐工集团转让所持有的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全部 75%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徐工

施维英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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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吴江涛：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博士，机械组组长，证券业从业八年，主要研究领域：

智能装备、海工装备、轨交装备、农机装备等。 

洪辰：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硕士，机械行业助理分析师，主要研究领域：汽车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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