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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行业周报：积极关注智能装备投资机会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上周市场表现 

上周上证指数在成交量持续萎缩的背景下，没有太大表现，大多数板

块均区间窄幅震荡。机械设备指数下跌 0.18%，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

跌 0.59%，机械设备指数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41 个百分点, 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指数涨幅排名中靠后。机械设备的子板块中，农用机械、

环保设备领涨机械设备板块，涨幅分别为 11.73%和 11.56%；铁路设

备、机床工具和工程机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跌幅分别为 6.40%、

4.68%、3.36%。 

重要行业信息 

 高铁出口井喷，中国高铁在海外市场上频接大单。莫斯科至喀山

段高铁顺利推进，美国西部快线高铁框架协议也已经签署。中印、

中泰、中老铁路建设皆迎来合作。 

 大众“尾气门”持续发酵，尾气处理再受关注。 

 

 

投资建议 

市场在经历了近 3 个月的下跌后，一些标的估值已经回到了合理的区

间，但是在市场仍未摆脱空头趋势前，仍宜以防守为主，建议本周重

点关注投资机会： 

1. 高铁概念股受出口井喷利好，短期内已有不错的涨幅，回调后又

将是布局良机，如：中国中车、晋西车轴、鼎汉技术等。 

2. 多家环保企业发布三季报业绩预告，多数公司预喜。近期，国家

推出“1+6”生态文明改革组合拳，环境督查方案、环境赔偿方案等

配套措施将陆续推出。此外，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土十条”

等下半年也有望有实质政策出台。积极关注相关概念股：龙净环

保、科林环保等。 

3. 中报业绩较好，三季度将保持较好增速，且在未来有稳定业绩支

撑的公司，如豪迈科技，星宇股份等。 

4.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是“中国制造 2025”重点关注的 10 大领域

之一，在上半年股价上涨较多，但在这波市场下跌中多数标的出

现较大回调，强烈建议积极逢低吸纳，长期持有，如机器人、新

时达、上海机电、汇川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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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0.92% -39.29% 29.81% 

相对收益 -7.13% -7.96%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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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 

 

上周上证指数在成交量持续萎缩的背景下，没有太大表现，大多数板块呈现区

间窄幅震荡。机械设备指数下跌 0.18%，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59%，机械设备

指数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41 个百分点,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指数涨幅排名中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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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备的子板块中，农用机械、环保设备领涨机械设备板块，涨幅分别为

11.73%和 11.56%；铁路设备、机床工具和工程机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跌幅分

别为 6.40%、4.68%、3.36%。 

 

图 2：上周机械设备行业子版块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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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东北证券 

 

上周，机械设备行业公司中，美亚光电、宁波精达、东方网络、*st 申科和润邦

股份涨幅居前，而江苏神通、法因数控等个股跌幅居前（剔除高位停牌复牌后补跌

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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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重要信息及相应关注标的 

 

2.1. 高铁出海井喷，铁路设备迎利好 

 

 今年以来，中国高铁在海外市场频接大单。莫斯科至喀山段高铁顺利推进；

美国西部快线高铁框架协议也已经签署。自 2009 年中国正式提出高铁“走出去”

战略以来，高铁出海在今年达到井喷。 

央广网 23 日消息，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2015 年 9 月 18 日，印度高铁公司

正式向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企业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与印度本

地企业组成的联合体签发授标函，授予联合体承担新德里至孟买高速铁路的可行性

研究工作。新德里至孟买高速铁路连接印度首都新德里与经济中心孟买，全长约

1200 公里。在同一天开幕的第十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中泰、中老铁路也相继

宣布将在年内开工建设的消息。两条铁路线将在廊开汇合，联通成泛亚铁路的中线。 

高铁出海井喷，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高铁市场对中国高铁技术的认可，

体现了中国铁路强大的综合实力。建议关注高铁相关概念股：中国中车（601766）、

晋西车轴（600495）、康尼机电（603111）、鼎汉技术（300011）等。 

 

 

2.2. 大众“尾气门”震惊全球，尾气处理再受关注 
美国环保局 18 日指控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所产车内安装非法软件、故意规避

美国汽车尾气排放规定。此次涉案车辆包括 2008 年以来售出的 48.2 万辆四缸大众

和奥迪品牌的柴油动力汽车，涉及的品牌包括捷达、甲壳虫、高尔夫、帕萨特和奥

迪 A3。按照每辆车 3.75 万美元罚款计算，大众将面临 180 亿美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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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大众声明，此次事件所涉及的 “EA 189 型”发动机在全球范围内已安装

到约 1100 万辆大众集团生产的柴油汽车上。25 日晚，德国交通部长 Alexander 

Dobrindt 表示，德国大约 280 万辆大众汽车排放造假。 

大众“尾气门”事件持续发酵，对大众集团声誉造成巨大打击，同时大众作为

德国制造工业的一张名片，其作弊行为也使得全球对德国制造严谨态度的敬佩大打

折扣。 

在我国，尾气治理一直备受关注，诸如在使用中关闭尾气处理装置以降低使用

成本的情况不在少数，柴油国 IV 标准已于 2015 年开始强制执行，但是执行情况却

不容乐观。2014 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1.5 亿辆，排放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

物(HC)、氮氧化物(NOx)等有害气体占到大气污染总量的 60%以上，大城市中这个

比例更高，在用汽车中约 15%超标排放，排放量约占汽车排放总量的 70%。那么在

当下大力治理环境污染的背景下，尾气的治理显得更为重要，势必提升尾气排放的

标准，行业门槛或提高，建议关注：银轮股份（002126）、威孚高科（000581）等

从事尾气处理设备的制造企业。 

 

 

2.3.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阐明了我国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等重要内容，提出要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为我国生态文明领域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 

方案指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坚持自然资源资

产的公有性质，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统一，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坚持主动作为

和国际合作相结合，坚持鼓励试点先行和整体协调推进相结合。 

我国经历了粗放式的高速发展后，环境问题已不可回避。国家推出“1+6”生态文

明改革组合拳，环境督查方案、环境赔偿方案等配套措施将陆续推出。此外，环境

保护“十三五”规划、“土十条”等下半年也有望有实质政策出台。积极关注相关概念

股：菲达环保、科林环保、龙净环保等。 

 

3. 重要公告 

 

3.1. 万讯自控（300112） 

 

公司 22 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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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书，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亚洲电力 100%股权，

并向其他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标的交易对价为 7 亿元，

公司将以 14.14 的价格发行 3805.69 万股，获得 76.875%的股份，其余股份通过支付

现金 1.62 亿元获得。 

龙佳宝投资、骏龙投资及亚电国际等 3 名亚洲电力股东（以下简称“业绩承诺

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300 万元、5,850 万元、

6,450 万元、7,000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可以快速切入输配电及其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业务，公司的业务和产品结构更加丰富、均衡，竞争优势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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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润邦股份（002483） 

 

公司全资子公司润邦重机 19 日与荷兰 GustoMSC B.V.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在海工起重机的设计、销售、制造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GustoMSC

是全球领先的专门从事海工业务的公司，为可移动的海工能源和建设业务单位提供

设计以及主要设备。 

润邦重机与 GustoMSC 展开深入合作，将通过整合双方优势提高海工起重机市

场份额，快速提升公司为客户提供海上风电平台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开拓海上风电平台市场，增强公司的整体技术实力，从而进一步拓展相关市

场，提升公司整体业绩，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 

 

 

3.3. 华东重机（002685） 
 

公司调整了先前的增发方案，从先前的发行 2.19 亿股减少为 1.46 亿股，发行

价格不变，仍为 10.62 元。认购对象中，翁耀根先生现金认购数量从 1.69 亿股变为

1.07 亿股，泽熙投资认购数量从 2809.52 万股变为 1685.71 万股，翁霖女士和广发

恒定 18 号华东重机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数量不变。 

公司募集资金从 8.28 亿元降为 5.53 亿元，全部为减少补充营运资金部分。 

 

 

3.4. 智度投资（000675） 

 

公司公告重组报告书草案，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向易晋网络、今耀投

资、拉萨智恒、隽川科技等收购其合计持有的猎鹰网络 100%股权，整体作价 9.9 亿

元；同时，拟向亦复壹投资、计宏铭和智度德普等发行股份收购其合计持有的亦复

信息 100%股权，整体作价 3.85 亿元；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掌汇天下 46.875%股

权，交易作价 4687.5 万元；此外，公司拟以现金 16.1 亿元收购美国互联网软件开

发分发平台 Spigot 公司 100%股权。 

同时，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智度德普、控股股东的普通合伙人西藏智度等发行不

超过 4.48 亿股，募集不超过 30.11 亿元，用于支付收购 Spigot 公司的现金对价、本

次重组相关费用以及猎鹰网络、亦复信息和掌汇天下的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智度投资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猎鹰网络等四公司各 100%股权。

同时，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的聚合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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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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我

公司及其雇员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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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

到的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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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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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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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