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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农机板块投资机会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市场表现 

上周大盘区间震荡，沪深 300 指数全周收涨 1.87%，创业板指则相对

弱势，全周收跌 1.26%。从行业看，诸如家用电器、食品饮料、金融、

农林牧渔等低估值品种涨幅领先，机械设备板块上涨 1.06%，在各行

业板块中处中游。子板块中，我们推荐的农机板块继续表现强势，全

周上涨 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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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机床等子板块出现下跌。 

 

重要行业信息 

 广州将实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行动 

 福山区举行库卡烟台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方案将出 

 

周观点及投资建议 

继续关注智能装备、农机装备、环保设备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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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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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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沪深300

 

 

 

 

 

[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2.62% 29.78% 47.68% 

相对收益 -4.11% 11.02%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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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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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21 

《中国制造 2025支撑文件有望明年初出炉》 

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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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吴江涛 

执业证书编号：S0550512030001 

(021)20361069 wujt@nesc.cn 

 

 

  

研究助理：洪辰 

 

(021)20361227 
hongchen0716@hotmail.co

m 
 

 /机械设备 

 

 
发布时间：2015-12-28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2 / 7 

[Table_PageTop] 行业动态报告 
 

1. 市场表现 

 

上周大盘区间震荡，沪深 300 指数全周收涨 1.87%，创业板指则相对弱势，全

周收跌 1.26%。从行业看，诸如家用电器、食品饮料、金融、农林牧渔等低估值品

种涨幅领先，机械设备板块上涨 1.06%，在各行业板块中处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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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荐的农机板块继续表现强势，全周上涨 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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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机床等子板块出

现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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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将实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行动 

 

日前,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经信委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和广

州工业机器人制造和应用产业联盟主办的2015中国(广州)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在广

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广州市副市长周亚伟在大会上透露，广州 2015 年全市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值规模预计近 400 亿元，力争到 2020 年智能装备及机器人产

业实现产值 1300 亿元，2025 年突破 3000 亿元,打造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关键设备、技术供应和研发创新中心，建成全国重要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创

新基地、国家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紧密结合的示范引领区。 

在广东省日前发布的《广东省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15年—2017年)》

中，已明确目标到 2017 年底,建成 3—5 个各具特色的机器人产业基地，3 个以上机

器人产业技术(应用)研究院，培育 50 家以上机器人研发制造和系统集成服务骨干企

业，10 个以上知名自主品牌。 

 

 

2.2. 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 引领精准医学新时代 

 

这是近日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开展的一场手术：患者躺在手术台上，达芬

奇机器人灵动的手从患者上腹部不到 2cm 的切口探入，腹腔内精细而灵活的动作在

显示屏上清晰显现。有别于传统手术，医生坐在一米开外的控制台内，熟练地在平

台上操作着机器人。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仅用了 2 小时 20 分，比用常规腹腔

镜手术缩短了将近 1 小时；肿瘤切除及淋巴清扫很干净，术中出血甚少，缝合处均

匀整齐；术后患者恢复良好，腹部切口小且美观，目前正等待出院。 

从患者的角度看，由于三维视觉可放大 10-15 倍，手术精确度大大增加，术后

恢复快，愈合好；创伤更小，使微创手术指征更广，有效减少失血量，减少术后疼

痛；减少术中的组织创伤和炎性反应导致的术后粘连。从医生的角度看，达芬奇手

术机器人增加了视野角度，减少手部颤动，机器人“内腕”较腹腔镜更为灵活，能

以不同角度在靶器官周围操作；小巧的机器刀，能够在腹部有限狭窄空间工作；而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4 / 7 

[Table_PageTop] 行业动态报告 
 

施术者减少疲劳更能集中精力。 

 尤为可贵的是，手术机器人大大突破了外科手术对医生年龄、身体状况的要求，

只要主刀医生大脑敏锐、思路清晰，哪怕年老体弱也能坐在控制台旁开展手术。由

机器人所推动的精准手术治疗，有望从今天的手术室“隔空取物”拓展到将来的远

程手术。 

近年来，我国各地陆续引进了３０余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在各类手

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3. 福山区举行库卡烟台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23 日上午，库卡烟台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高新区福山园拓福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举行。 

 库卡烟台合作项目是由世界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之一，全球唯一可以生产

制造健康医疗机器人的企业——德国库卡机器人公司投资兴建。该项目将建立中国

北方首家集机器人研发、应用和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机器人产业平台，也是库卡首

次将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机器人技术落户国内的研发平台。该项目与国际知名品牌合

作，引进国际一流发展模式和技术理念，通过整合各大城市高等院校、教育和培训

机构及高端制造业企业资源，提供工业机器人应用方案开发和支持，打造全国知名

的高端机器人技能人才“洼地”。 

 该项目的成功引进，既为德国库卡机器人公司在中国发展建立了新的战略支

点，拓展了更广发展空间。同时，也是推动福山区高端装备制造业提档升级、深化

工业机器人领域互利合作，推动该区工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迈出的坚

实一步。 

 签约仪式上，该项目还分别与机器人在线、美国爱德普机器人公司、国际产业

教育联盟等国际一流品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4. 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方案将出 

 

为了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制定了智能制造工程实

施方案（2016—2020 年）（简称《方案》）；记者昨日从有关渠道获悉，这一方案已

发布在即。业内人士认为，在主管部门的引导推动下，资金、资源向智能制造领域

加速汇集，未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网将是长期大主题。 

据介绍，智能制造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要实现“中国制造 2025”，完成

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智能制造将是主攻方向。为此，工信部会同相关部

门已经完成了方案的编制工作，计划年底前报送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审议后

发布实施。 

工信部人士表示，《方案》重点突出两个方面，一是抓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二是做好传统制造业数字化制造普及工作。 

通过《方案》的实施，到 2020 年，制造业重点领域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试

点示范项目运营成本降低 3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 30%，不良品率降低 30%。 

下一步，工信部还将积极研究制定支持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措施，尤其要在现

有的技术改造、中国制造 2025 专项以及现有渠道中，加大中央财政资金对智能制

造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也要积极向国开行推荐符合条件的智能制造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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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建设基金。鼓励建立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各类智能制造发展基金，搭建政银企

合作平台，研究建立产融对接新模式，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创新符合智能制造发展

方向以及企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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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成新能 12.21 

公司拟以市场价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销售太

阳能电池组件 149,400,083 元，天源新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

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新日恒力 12.21 

公司拟以 21.45 元/股向控股股东上海中能非公开发行 6937.06 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 14.88 亿元，拟用于偿还股东借款、职工内部借

款及银行贷款。公司股票将于 12 月 22 日复牌。 

发行完成后，上海中能预计持股比例将由 29.20%增至 35.71%。 

 

黄河旋风 12.22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于近期分别与广东美

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杭州西子

石川岛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泰富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TT CORPORATION COMPANY LIMITED(泰国)等五家公司签订购

销合同，合同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14,311.98 万元（含税）。 

应流股份 12.22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与中国核动力研

究设计院联合研制的“核动力装臵主设备金属保温层”通过了由中

国工程院于俊崇院士、张金麟院士等业内专家组成的鉴定专家组的

鉴定。 

宝塔实业 12.22 

公司于 12 月 18 日收到深交所重组问询函，根据上述函件的要求，

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对重组相关文件进

行了补充和完善，公司股票将于 12 月 23 日复牌。根据方案，公司

拟以 10.66 元/股非公开发行 1.07 亿股，并支付现金 7.34 亿元，合

计作价 18.75 亿元收购“中植系”掌门人解直锟旗下润兴租赁 75%

股权；同时拟以不低于 10.66 元/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95 亿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宝塔石化拟认购约 5.34 亿元。 

龙马环卫 12.23 

海口市政府采购中心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发布《海口市政府采购

中心关于龙华区环境卫生管理局海口市龙华区环卫一体化 PPP 项

目预成交结果公告》，公司为上述招标项目预成交供应商。项目名

称为海口市龙华区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预成交标的金额为年运营

费 233,687,246.00 元，合作期限为 15 年。 

山河智能 12.24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计划拨付公司 2015 年度工业发展专项

资金 7012 万元。 

亚威股份 12.25 

公司拟向 122 名激励对象授予 815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8.11

元/股。股票解锁的业绩条件包括：以 2015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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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解锁比例分别为 30%、30%、40%。 

宝馨科技 12.25 

公司拟 21.21 元/股发行 4041 万股，并支付现金 2.03 亿元，收购深

圳市洁驰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10.6 亿元。同时，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5.82 亿元。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交易对方承诺，洁

驰科技 2015年至 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万元、7000

万元、10000 万元、1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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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7 

[Table_PageTop] 行业动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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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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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 

投资 

评级 

说明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5%至 15%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介于市场基准-5%至 5%之间。 

减持 在未来 6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5%至 15%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15%以上。 

行业 

投资 

评级 

说明 

优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超越市场平均收益。 

同步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与市场平均收益持平。 

落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落后于市场平均收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 

自由大路1138号 

邮编：130021 

电话：4006000686  

传真：(0431)5680032  

网址：http://www.nesc.cn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 

源深路305号 

邮编：200135 

电话：(021)20361009 

传真：(021)20361159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 

锦什坊街28号 

恒奥中心D座 

邮编：100033 

电话：(010)63210866 

传真：(010)63210867 

 

 销售支持 

冯志远 

电话：(021)20361158 

手机：13301663766 

 

朱一清 

电话：(021) 20361105 

手机：18601607177 

 

朱登科 

电话：(021)20361101 

手机：15802115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