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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成立对推动其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市场表现 

上周大盘止跌回升，周一大涨 2.51%后，震荡上升。沪深 300 指数全

周收涨 4.43%，创业板指数则相对强势，全周收涨 5.95%。从行业看

个，各行业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申万机械设备上涨 5.90%。

子板块中，我们推荐的农机板块涨幅最大，全周上涨 12.70%，领涨机

械行业。 

 

重要行业信息 

 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广州拟再建 413.5 公里轨道交通 

 丝路基金与哈萨克斯坦出口投资署在北京签署了《关于设立中哈

产能合作专项基金的框架协议》 

 

周观点及投资建议 

大盘上周只跌企稳反弹，或将展开跨年红包行情，我们建议从以下几

方面布局机械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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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设备：近期各地区雾霾频现，环保板块再次引起关注。环保

部长陈吉宁指出，“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

心，重点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的三大战役。坚持可持续

发展以及给下一代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环境问题不容小觑。建

议关注菲达环保（600526）、龙净环保（600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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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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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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沪深300

 
 

[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2.67% 28.46% 42.06% 

相对收益 1.27% 12.57%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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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加速转型》 

201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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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 

 

上周大盘止跌回升，周一大涨 2.51%后，震荡上升。沪深 300 指数全周收涨

4.43%，创业板指则相对强势，全周收涨 5.95%。从行业看个，各行业板块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上涨，申万机械设备上涨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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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荐的农机板块涨幅最大，全周上涨 12.70%，领涨机械行业；

此外制冷空调设备、磨具磨料等子板块涨幅居前。而铁路设备、重型机械、工程机

械等子板块涨幅落后，跑输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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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正式成立（中国机器人网） 
2015 年 12 月 10 日，在服务机器人业内同仁的倡议响应下，由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服务机器人有限公司、深圳市银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才企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等 40 多家知名服

务机器人产业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CSRIA）”，在 SR 

SUMMIT 第二届国际服务机器人（上海）高峰论坛上揭牌成立，联盟的成立将是服

务机器人产业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期举办 SR SHOW 国际服务机器人展及“金萝卜

“国际服务机器人行业颁奖典礼。 

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将是一个集联合性、专业性和行业性于一体的行业性

公益组织。联盟宗旨是以国家产业政策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搭

建产、学、研、用的开放平台，提高联盟成员之间的技术交流与互动，提升服务机

器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水平，完善服务机器人产业链，促进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的

健康发展。 

联盟首任轮值主席、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院长徐方先生

代表讲话：“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的成立将为服务机器人企业提供一个平台，

将更好地促进服务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服务机器人相比于工业机器人，蓝海一片，比如医疗机器人、保安机器人、教

育机器人等领域才处于发展初期。建议关注：楚天科技（300358）、博实股份（002698）

等。 

 

 

2.2. 广州拟再建 413.5 公里轨道交通 
 记者获悉，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将于 12 月 22 日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六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广州市新一轮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方案的报告。市

人大常委会发出公告称，下周二将组织黄美银、闻晓明、李静、谢福恩 4 位人大代

表作客“市民议政厅”栏目，届时市民可以在网上与代表互动，为广州市新一轮轨

道交通建设建言献策。 

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信息称，广州目前已建成并开通一至六号线、八号线、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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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线等 9 条(段)，总长 261 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交通线路;同时抓紧推进 11 条、303

公里线路建设。其中广佛线西朗至沥滘段、六号线二期、七号线一期、九号线一期、

八号线北延段、十三号线首期、十四号线一期、知识城线、二十一号线、四号线南

延段等 10 条(段)已开工建设，计划明后两年陆续建成。十一号线(43.2 公里)年正开

展征地拆迁。 

在建线路全部建成后，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累计运营里程将达到 564 公里，实现

广州 11 区全覆盖。目前，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的日均客运量超过 650 万人次，承担

着广州市 40%以上的公交客流运送任务。 

公告透露，为满足城市发展对轨道交通的需求，市政府相关部门启动了新一轮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计划选取十八号线(南沙快线)、十三号线二期(东风路线)

等 15 条(段)、共 413.5 公里新线，按程序向国家申报审批后，在 2030 年前分期实施。 

在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国家稳增长政策将持续推进。轨道交通，包括高铁、

城际铁路以及城市轨道，将是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建议关注：晋西车轴（600495）、

太原重工（600169）、鼎汉技术（300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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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人股份 12.14 

公司拟以 9.57 元/股发行 2743 万股，并支付现金 2.63 亿元，作价

5.25 亿元，收购四川佳运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份。同时，

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25 亿。公司股票 12 月 15 日复牌。 

中捷资源 12.14 

公司拟向 14 名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 4590 万股，

授予价格为 5.97 元/股。业绩考核条件为：以 2014 年为基数，2016

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30%，或 2016 年市值增长不低于 70%；2017

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60%，或 2017 年市值增长不低于 90%；2018

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100%，或 2018 年市值增长不低于 120%。对

应的解锁比例分别为 30%、30%、40%。 

菲达环保 12.15 

公司全资子公司衢州市清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新建 50 吨/天危险废

物焚烧生产线一条，并对原有的 15 吨/天危险废物焚烧生产线进行

技术改造，预计总投资为 9,226.44 万元，项目服务范围：衢州市区

域可焚烧类危险废物，并辐射周边金华、丽水等地区。 

应流股份 12.16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 

江南嘉捷 12.17 

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发起设立苏州金融租赁公司，与苏州银

行、苏州广电传媒、阿特斯投资签署《出资协议》。苏州金融租赁

公司总股本 15 亿元，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 1.8 亿元，占总股

本的 12.00%。 

神州高铁 12.18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南风股份 12.18 

公司近日与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广核多基地南方风

机备件框架协议》，计协议签订后未来 3 年总采购金额约为人民币

4,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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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机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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