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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OPEC国家十五年来首次减产；油气装备、煤炭机械趋势向国家十五年来首次减产；油气装备、煤炭机械趋势向

上，建议超配上，建议超配
投资要点：投资要点：
1、核心组合：中鼎股份、北方创业、惠博普、天地科技；烟台冰轮、鼎汉技术、核心组合：中鼎股份、北方创业、惠博普、天地科技；烟台冰轮、鼎汉技术
（1）新周期、新成长：2017超配高端装备。看好周期回暖下传统机械修复性机会（上上周提
示：煤炭机械企业近期回款改善，部分企业10月订单回升），油气装备、煤炭机械趋势向上，
关注高铁车辆招标、军民融合。
【油气装备】【油气装备】非OPEC国家15年来首次减产，埃克森美孚CEO成美国国务卿首要人选：油气装
备行业趋势向上，建议超配！持续首推【惠博普】【惠博普】，看好通源石油、恒泰艾普安控科技、杰瑞
股份；【煤炭机械】基本面改善，重点推荐【天地科技】、郑煤机、林州重机【天地科技】、郑煤机、林州重机。
确定性的业绩和成长为上，近期重点推荐【北方创业】【北方创业】、【天地科技】、【惠博普】【天地科技】、【惠博普】。看好或
有积极变化的底部票：【科达洁能】、【台海核电】、【天奇股份】、【江南嘉捷】【科达洁能】、【台海核电】、【天奇股份】、【江南嘉捷】。
（2）本周核心组合收益率1.2%，同期沪深300指数-1.0%。2016年组合累计收益率年组合累计收益率13.1%。。本
周仓位80%【仓位区间：60-95%】。

2、重点股池：、重点股池：【天沃科技】、【科达洁能】、【台海核电【天沃科技】、【科达洁能】、【台海核电】、【春晖股份】、【天奇股、【春晖股份】、【天奇股



份】、【威海广泰】、份】、【威海广泰】、【海特高新】、【浙江鼎力】海特高新】、【浙江鼎力】、【安控科技】、【江南嘉捷】、【康尼【安控科技】、【江南嘉捷】、【康尼
机电】、【隆鑫通用】、【华测检测】机电】、【隆鑫通用】、【华测检测】；先导智能、康力电梯、雪莱特、通裕重工、应流股
份、创力集团、隆华节能、华中数控、金通灵、恒泰艾普、大冷股份、诺力股份、永创智能、
南方轴承。

3、上周观点、上周观点/报告：油气装备报告：油气装备/煤炭机械煤炭机械/郑煤机郑煤机/天地科技天地科技/中集集团中集集团/金通灵金通灵/通源石油通源石油
等等
【油气装备】【油气装备】油气改革方案2016年年底出台;持续推荐优秀民企——首推惠博普！建议加大关注
恒泰艾普、安控科技、杰瑞股份。
【煤炭机械】【煤炭机械】行业基本面改善，趋势向上！推荐，一体化龙头天地科技、液压支架单项冠军郑
煤机、小市值林州重机（虹膜检测主题）！
【郑煤机】【郑煤机】煤价中枢触底回升促进设备更新需求释放，上游设备商业绩回暖正当时，持续推
荐。
【天地科技天地科技】煤价上涨，煤机基本面改善；煤机龙头有望回款好转，订单改善，持续推荐。
【中集集团】【中集集团】集装箱行业触底回升促业绩释放，土地价值重估大幅提升公司价值，给予推荐评
级。
【金通灵】【金通灵】再签大单，从设备到总包业务模式升级驱动业绩大幅增长，维持推荐！
【通源石油】【通源石油】收北美油服公司切入全球射孔服务市场；搭建资本化平台打造一体化油服供应
商，给予谨慎推荐！

4、上周交流、上周交流/调研：调研：通源石油通源石油/洲际油气洲际油气/安东油服安东油服/天沃科技等天沃科技等
【天沃科技】清洁能源【天沃科技】清洁能源+国防军工：拟国防军工：拟29亿收中机电力，电力工程亿收中机电力，电力工程EPC受益受益PPP、一带一路；市、一带一路；市
场预期差仍较大，持续推荐！场预期差仍较大，持续推荐！
【通源石油】收北美油服公司切入全球射孔服务市场；搭建资本化平台打造一体化油服供应【通源石油】收北美油服公司切入全球射孔服务市场；搭建资本化平台打造一体化油服供应
商，首次给予商，首次给予“谨慎推荐谨慎推荐”评级。评级。
【洲际油气】低油价时加大海外油气区块收购力度，业绩未来直接受益油价上涨，持续关注。【洲际油气】低油价时加大海外油气区块收购力度，业绩未来直接受益油价上涨，持续关注。
【安东油服】近两年海外尤其是伊拉克市场发展迅速，未来持续推进国际化及一体化发展，持【安东油服】近两年海外尤其是伊拉克市场发展迅速，未来持续推进国际化及一体化发展，持
续关注。续关注。

5、下周交流：惠博普、下周交流：惠博普/中联重科中联重科/中集集团中集集团/中信海直中信海直/广日广日
12月14-15日，银河2017年策略会：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欢迎参加！

6、核心观点：确定性的业绩和成长为上、核心观点：确定性的业绩和成长为上——看好轨交、军民融合、看好轨交、军民融合、3C自动化等绩优自动化等绩优
成长股成长股
确定性的业绩和成长为上，看好业绩和成长性兼备的大交通装备确定性的业绩和成长为上，看好业绩和成长性兼备的大交通装备——轨交、通用航空、新能源轨交、通用航空、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自下而上把握优质个股增发投资机会。汽车产业链，自下而上把握优质个股增发投资机会。
（（1）【油气装备】）【油气装备】OPEC石油限产协议达成，ICE布油超50美元；油气装备重点推荐惠博普、
安控科技，关注杰瑞股份、恒泰艾普。
（（2）【煤炭机械】）【煤炭机械】建议超配！天地科技、郑煤机、林州重机！行业基本面改善，趋势向上！
（（3）【轨道交通】）【轨道交通】PPP有望提升城轨地铁、有轨电车景气度，轨交行业增长确定性大；重点推
荐业绩和战略布局好的【鼎汉技术】、【春晖股份】鼎汉技术】、【春晖股份】，看好【康尼机电】、【永贵电器】【康尼机电】、【永贵电器】、时时
代新材、福鞍股份代新材、福鞍股份。
（（4））【通用航空通用航空】通用航空重要政策出台、行业趋势向上确定性大。持续重点推荐业绩好
的【威海广泰】【威海广泰】、战略地位高的【海特高新】、【海特高新】、业绩好的【隆鑫通用】【隆鑫通用】。



（（5）【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持续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鼎股份】【中鼎股份】、锂电设备【先导智【先导智
能】能】、电动物流车【创力集团】【创力集团】。
（（6）【工程机械】）【工程机械】近期工程机械行业市场关注度提升，我们认为短期为主题性机会，行业基本
面改善仍需时间；目前行业保有量较大，新增产量如挖掘机有所回升，但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的1/3左右，上市公司业绩拐点仍需等待。我们持续看好PB低于1倍的行业龙头【中联重科中联重科】、
细分子行业景气度较高的高空作业平台龙头【浙江鼎力】【浙江鼎力】，关注【三一重工】和【柳工】。

7、近期重点关注：、近期重点关注：OPEC石油限产协议达成后具体落实情况；高铁车辆招标；核电订单落实石油限产协议达成后具体落实情况；高铁车辆招标；核电订单落实

情况。情况。

8、其余重点股票池：、其余重点股票池：
黄河旋风、机器人、北方创业、远大智能、潍柴重机、海陆重工、宗申动力、上海机电、广日黄河旋风、机器人、北方创业、远大智能、潍柴重机、海陆重工、宗申动力、上海机电、广日
股份、、四川九洲、利君股份、中集集团、中国重工、洪都航空、卧龙电气、富瑞特装、中船股份、、四川九洲、利君股份、中集集团、中国重工、洪都航空、卧龙电气、富瑞特装、中船
防务、中国船舶、双环传动；防务、中国船舶、双环传动；中国中车、新天科技、三一重工、国睿科技、长荣股份、杭齿前
进、纽威股份、航新科技、亚星锚链。

9、核心组合投资案件：、核心组合投资案件：
【中鼎股份】业绩持续高增长，外延切入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充电桩及辅助驾驶等领域，看【中鼎股份】业绩持续高增长，外延切入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充电桩及辅助驾驶等领域，看
好持续全球扩张。好持续全球扩张。19亿增发已完成，增发价19.75元。海外收入占比超50%、将持续海外并购；
主业持续快速增长+环保/无人机发动机、充电桩、汽车O2O 三大新增长点；PE 27倍，业绩30-

40%增长，重点推荐。
【烟台冰轮】冷链设备国企龙头，受益冷链、轨交、核电、节能环保。【烟台冰轮】冷链设备国企龙头，受益冷链、轨交、核电、节能环保。制冷设备龙头，小市
值、低估值，地方国企标的，受益冷链、轨交、核电、节能环保。今年上半年公司订单大幅增
长，预计预计2016-2018年扣非业绩复合增长率超过30%。山东地方国企市场竞争意识较强。从
公司接待投资者频率提升角度，一定程度反映出公司积极态度，未来有望受益国企改革。预计
今年业绩3.5亿元，17倍PE；明年预计20倍PE。扣非1.7亿元，34倍PE，明年预计25倍左右。
业绩仍具上调潜力。公司安全边际较高，我们深度报告加大推荐力度！
【北方创业】【北方创业】70亿收购内蒙一机、北方机械装甲车辆、火炮资产，有望成军工央企核心军品总亿收购内蒙一机、北方机械装甲车辆、火炮资产，有望成军工央企核心军品总
装资产注入典范，持续强推。装资产注入典范，持续强推。不仅仅看好铁路货车有所好转（老业务有望扭亏为盈，近期铁路
货车招标1.56万辆），更有军工逻辑。兵器集团长子——装甲车辆总装平台（军品净利润近5亿
元），关注定增进展。我们预计北方创业2016-2018年备考业绩4亿、5亿、6亿元左右（业绩具
有上调潜力），目前备考市值210亿元；备考PE 53/42/34倍。 未来不排除兵器集团装甲车辆相
关资产再次资本运作；公司战略意义重大，有业绩的被低估的军工股！
【鼎汉技术】战略对标德国克诺尔，积极探索国际化，业绩逐季上升，近期逐步加大推荐力【鼎汉技术】战略对标德国克诺尔，积极探索国际化，业绩逐季上升，近期逐步加大推荐力
度。度。公司主业为轨道交通车辆及地面设备，其中车辆设备包括车载电源、空调、电缆等，地面
设备包括信号电源、通信电源、屏蔽门及储能设备等。公司已完成“从地面到车辆”的转型，车辆
产品占收入比重已经从2014年的39%提升至2015年的63%。
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是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未来将积极探索国际化发展道路，不排除通过
投资并购海外具有先进技术的标的；同时提高软实力的建设，为未来海外合作提高自身竞争力
和吸引力。
公司已公告本次增发定价基准日将调整为发行期首日，预计年底能完成增发。考虑此次增发，
预计公司2016-2018年EPS为0.65/0.90/1.17元，PE为31/23/17倍，持续推荐！
【惠博普】海外【惠博普】海外EPC业务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与安东油服深度合作打造民营油服龙头品业务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与安东油服深度合作打造民营油服龙头品



牌，维持推荐。牌，维持推荐。预计2016-2018年DMCC公司将为公司贡献业绩为1.04、1.35、1.66亿元，将大
幅提高公司业绩。考虑收购安东油服伊拉克业务（以下简称“DMCC”）的40%股权，公司2016-

2018年备考EPS为0.33/0.43/0.55元，备考PE为19/15/12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7亿元将用于收购DMCC公
司40%股权，其余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
为6.36元/股，锁定期为12个月，我们初步判断此次定增将于今年12月份左右过会。

10、行业观点：新成长、新周期、行业观点：新成长、新周期——2017年超配高端装备年超配高端装备
1）新周期：传统行业中看好油气装备、煤炭机械、集装箱、冷链设备；关注工程机）新周期：传统行业中看好油气装备、煤炭机械、集装箱、冷链设备；关注工程机
械、电梯、船舶海工等械、电梯、船舶海工等
【油气装备】【油气装备】原油价格反弹，推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成长股。重点推荐惠博普惠博普（性价比高
海外市占率提升；业绩好低估值高增长）；看好恒泰艾普恒泰艾普（低价并购完善产业布局；孙公司股
权转让有望获得高额回报）；关注海默科技（近期增发；小市值弹性大）、杰瑞股份（国内民
营压裂设备制造龙头企业）、吉艾科技（进军炼油业务）。
【煤炭机械】【煤炭机械】建议超配！天地科技、郑煤机、林州重机！行业基本面改善，趋势向上！【电【电
梯】梯】出口+维保+转型，现金流良好，民族品牌企业有望成为新巨头。重点关注江南嘉捷、远大重点关注江南嘉捷、远大
智能、康力电梯，智能、康力电梯，看好上海机电、广日股份，关注汇川技术、新时达。
【工程机械】【工程机械】行业整体估值水平已反映悲观预期，关注行业估值提升行情。PB行业平均在1附
近，在整体大盘估值水平提升情况下和行业受益“一路一带”预期下，行业估值水平有望提升。看
好龙头中联重科，关注三一重工和柳工。
【冷链设备】【冷链设备】推荐烟台冰轮、大冷股份。
【船舶海工】【船舶海工】军船订单放量、资本运作提速。南北船续南北车成央企改革焦点。关注中国重
工、中船防务、中国船舶、中集集团、
亚星锚链、潍柴重机、杭齿前进。

2）新成长：看好高铁设备、）新成长：看好高铁设备、3C自动化、无人机自动化、无人机/通用航空、核电设备、环保装备、锂通用航空、核电设备、环保装备、锂
电设备、消防装备等电设备、消防装备等
【铁路设备】【铁路设备】2015年铁路建设任务超额完成：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238亿元，超额完
成238亿元；铁路新线投产9531公里，超额完成1531公里；铁路装备采购量或达1500亿元。铁
路投融资改革、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等改革推进。重点推荐康尼机电、鼎汉技术，康尼机电、鼎汉技术，关注中国中中国中
车、北方创业车、北方创业。
【军民融合】深度报告（【军民融合】深度报告（36页）页）——《军民深度融合：升为国家战略；民参军、混合所有制将《军民深度融合：升为国家战略；民参军、混合所有制将
是亮点》是亮点》：无人机、航空装备、智能装备等是军民深度融合重点领域。重点推荐海特高新、威重点推荐海特高新、威
海广泰、四川九洲海广泰、四川九洲，关注宗申动力、川大智胜、利君股份、新研股份、通达动力、航新科技、
奥普光电等。
【无人机】深度报告（【无人机】深度报告（43页）页）——《无人机行业：军用、民用专业级无人机龙头即将起《无人机行业：军用、民用专业级无人机龙头即将起
飞》：飞》：未来15年中国无人机市场需求超3300亿元，其中军用近2000亿；民用专业级无人机：安
防领域、农林植保、电力巡线等市场需求大。重点推荐威海广泰威海广泰！看好洪都航空、宗申动力、
隆鑫通用，关注金通灵、通裕重工等。
【通用航空】【通用航空】我们判断《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定》、《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修订版）》、
出版公开的低空航图等关键产业政策有望陆续出台；通航产业即将起飞。我们持续重点推荐业我们持续重点推荐业
绩最好的威海广泰、战略地位高且股价倒挂的海特高新绩最好的威海广泰、战略地位高且股价倒挂的海特高新，空管系统四川九洲、川大智胜四川九洲、川大智胜将率先



受益，主题性机会关注中信海直、德奥通航、山河智能、应流股份（与德国主题性机会关注中信海直、德奥通航、山河智能、应流股份（与德国SBM共同研发两款共同研发两款
涡轴发动机和两款直升机），涡轴发动机和两款直升机），2个雷达股：国睿科技、四创电子国睿科技、四创电子，无人机：威海广泰、隆鑫通威海广泰、隆鑫通
用、金通灵、雪莱特、宗申动力、洪都航空用、金通灵、雪莱特、宗申动力、洪都航空。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2025/工业工业4.0/智能装备】中国制造智能装备】中国制造2025已正式出台，已正式出台，智能装备行业需求、景气度、
催化剂将持续超预期，重点看好服务机器人。关注天奇股份、双环传动、江南嘉捷、博林特、天奇股份、双环传动、江南嘉捷、博林特、
机器人、康尼机电、机器人、康尼机电、慈星股份、锐奇股份、上海机电、博实股份、汇川技术、新时达等。
【服务机器人】深度报告（【服务机器人】深度报告（45页）页）——《服务机器人：爆发点逐步临近；未来世界《服务机器人：爆发点逐步临近；未来世界“新物种新物种”，，
将诞生全球巨头》：将诞生全球巨头》：服务机器人好比30年前的电脑，15年前的手机；未来10年服务机器人行业
规模超万亿，未来三年复合增速22%；爆发点临近。看好康力电梯、康力电梯、GQY视讯（小市值）视讯（小市值），关
注巨星科技、博实股份、机器人、华丽家族等。
【核电设备】【核电设备】看好核电设备、核废料处理及核退役市场前景；重点推荐通裕重工（核废料智能通裕重工（核废料智能
处理设备）、应流股份（乏燃料处理材料及设备）处理设备）、应流股份（乏燃料处理材料及设备），看好海陆重工、南风股份、江苏神通，海陆重工、南风股份、江苏神通，关
注台海核电、中核科技。台海核电、中核科技。
【环保装备】环保设备中我们重点关注解决燃煤、燃油、黄标车问题相关标的。【环保装备】环保设备中我们重点关注解决燃煤、燃油、黄标车问题相关标的。作为解决雾霾
问题，替代传统燃煤、燃油的方案，核电装备、天然气装备、新能源汽车也是重点投资方向。
重点关注天地科技、中鼎股份、天奇股份、南方泵业天地科技、中鼎股份、天奇股份、南方泵业；其余海陆重工、富瑞特装海陆重工、富瑞特装、隆华节能、
南风股份、开山股份等。
【锂电设备】深度报告（【锂电设备】深度报告（34页）页）——《新能源汽车爆发推动行业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爆发推动行业快速发展》：首推先导股份，
关注赢合科技、智云股份等。
【消防装备】【消防装备】“大行业、小公司”，龙头企业市占率提升成长性好。重点推荐业绩确定性高增长
的威海广泰威海广泰。
3）风险提示：）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加速下滑风险、传统行业企业转型进度及收购兼并整合效果低于预期。

附录附录1：上周银河机械军工核心组合收益率统计：：上周银河机械军工核心组合收益率统计：2016年累计收益率为年累计收益率为13.1%

代码 公司 股价
本周收益
率

2016年累
计收益率

本周组合
收益率

2016年累
计收益率

银河机械
军工

核心组合

600967北方创业 13.62 -0.2% -23.3%

1.2% 13.1%

000811烟台冰轮 15.57 3.7% 1.4%

600582天地科技 5.57 6.1% -17.9%

000887中鼎股份 25.94 0.0% 10.3%

002554惠博普 8.56 2.1% 33.6%

300011鼎汉技术 21.15 -2.9% -28.8%

申万机械
指数

801890 1693.70 -0.7% -13.3% -0.7% -13.3%

申万国防
军工指数

801740 1570.91 -0.5% -17.0% -0.5% -17.0%

沪深300 399300 3493.70 -1.0% -6.4% -1.0% -6.4%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时间 组合调整历史 组合仓位 组合当周收益率 组合累计收益率

2016/1/4 80% -13.3% -13.3%

调入惠博普，



2016/1/11 暂时调出金通
灵

70% -7.00% -19.4%

2016/1/18 组合仓位60% 60% -19.1% -19.1%

2016/1/24 组合仓位70% 70% -21.9% -21.9%

2016/1/31 组合仓位80% 80% 7.10% -16.4%

2016/2/14

调入中鼎股
份，暂时调出
隆鑫通用，组
合仓位60%

60% 6.7% -10.7%

2016/2/21

调入隆鑫通
用，暂时调出
先导智能，组
合仓位80%

80% -5.4% -15.6%

2016/2/29 无调整 80% -0.8% -16.2%

2016/3/7 无调整 80% -2.5% -17.6%

2016/3/13 无调整 80% 9.1% -10.2%

2016/3/21 组合仓位90% 90% 7.5% -3.4%

2016/3/27 无变化 90% -1.0% -4.4%

2016/4/4

调入康尼机
电，暂时调出
隆鑫通用

90% 3.2% -1.3%

2016/4/11 无变化 90% 4.6% 3.2%

2016/4/18

调入隆华节
能，暂时调出
康尼机电

90% -5.3% -2.3%

2016/4/25 组合仓位75% 75% 1.4% -0.9%

2016/5/2

调入鼎汉技
术，暂时调出
江南嘉捷

75% 0.6% -0.3%

2016/5/9 无变化 75% -2.1% -2.3%

2016/5/16 无变化 75% 1.2% -1.2%

2016/5/23 无变化 75% 4.6% 3.4%

2016/5/30 无变化 75% 2.3% 5.8%

2016/6/5 无变化 75% 0.3% 6.3%

2016/6/13

调入通裕重
工，暂时调出
隆华节能

75% -3.2% 2.7%

2016/6/20 无变化 75% -1.2% 1.5%

2016/6/27 组合仓位65% 65% 3.7% 5.2%

调入海特高
新，暂时调出



2016/7/4 惠博普 65% 0.9% 6.2%

2016/7/10 组合仓位80% 80% 0.5% 6.7%

2016/7/18 无变化 80% 0.4% 7.1%

2016/7/25 无变化 80% -3.6% 3.3%

2016/8/1 组合仓位60% 60% 1.6% 4.9%

2016/8/8

调入惠博普，
暂时调出通裕
重工

60% 0.3% 5.2%

2016/8/15 无变化 60% 1.3% 6.6%

2016/8/22 无变化 60% -1.5% 5.0%

2016/8/29

调入烟台冰
轮，暂时调出
鼎汉技术

60% -1.0% 4.0%

2016/9/5 无变化 60% 2.5% 6.6%

2016/9/12

调入鼎汉技
术，暂时调出
惠博普

60% -2.0% 4.4%

2016/9/19 无变化 60% 0.5% 4.9%

2016/9/26 无变化 60% -0.8% 4.1%

2016/10/10

调入惠博普，
暂时调出海特
高新

60% 2.1% 6.3%

2016/10/17 无变化 60% 1.1% 7.5%

2016/10/24 无变化 60% -1.3% 6.1%

2016/10/31

调入北方创
业，暂时调出
威海广泰

60% 0.4% 6.5%

2016/11/7
本周仓位调至

80%
80% 2.3% 9.0%

2016/11/14 无变化 80% 0.1% 9.1%

2016/11/21

调入惠博普，
暂时调出天奇
股份

80% 2.3% 11.6%

2016/11/28

调入天地科
技，暂时调出
惠博普

80% 5.4% 11.8%

2016/12/5

调入惠博普，
核心组合调整
为6只股票

80% 1.2% 13.1%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核心组合规则：
1、从2015年11月16日起银河机械军工核心组合精简为5个以内，权重均等。
2、组合仓位限制：60-95%。参照《中国银河证券公募基金分类体系（2015版）》更名后的所
属分类，“混合基金—偏股型基金—偏股型基金（股票上下限60%-95%）”。
3、累计收益率计算方式：假设第n周的收益率为Rn%，则第n周的累计收益率为：（1+R1%）*

(1+R2%)*…*(1+Rn%)-1。相当于每周重置，权重按照上述比例来，每周第一个交易日按上周最
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买入，每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按收盘价卖出。

附录附录2：行业动态及点评：行业动态及点评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补贴调整政策有望于近期公布，【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补贴调整政策有望于近期公布，可能不会晚于本月中旬。中央和地
方补助上限逐年退坡，新能源客车削减补贴额度较大，而新能源乘用车、燃料电池车的补贴则
相对稳定。这或许将引发国内新能源车市场结构的变化，新能源乘用车有望维持较快增长，而
客车增速或将趋于平稳。
【新能源汽车】普华永道发布的中国汽车行业蓝皮书称，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较世界其他市场【新能源汽车】普华永道发布的中国汽车行业蓝皮书称，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较世界其他市场
遥遥领先。遥遥领先。201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达到50万台销量，其中中国销售出33万台，是上一年的三
倍，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市场。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12月月4日，以日，以“变革变革·创新创新·超越超越·共赢共赢”为主题的为主题的“2016第三届新能源汽车消费论第三届新能源汽车消费论
坛坛”在京举行。在京举行。分享新形势下的行业现状与问题、机遇和挑战，探寻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新生态
和商业新逻辑。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株洲市计划建设【轨道交通】株洲市计划建设“株洲轨道交通城株洲轨道交通城”，，打造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发中心、世
界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中心、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产业服务中心，力争到2020年，实现产
值2000亿元以上。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2016年轨道交通线路开工动员大会在京召开，年轨道交通线路开工动员大会在京召开，通报北京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八通
线南延、昌平线南延一期、平谷线和新机场线一期五条线路即将开工，总长达126公里，年底五
条规条线开工后，北京在建线路里程将达到370公里。
【轨道交通】成都轨道交通产业技术研究院在西南交大正式揭牌，【轨道交通】成都轨道交通产业技术研究院在西南交大正式揭牌，由成都市金牛区政府、中铁
二院、西南交通大学、中国中车、成都地铁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同时，西南交通大学等12家单
位共同发起成立成都轨道交通产业发展联盟并签约，助推成都建成世界轨道交通“第一城”。
工业工业4.0：：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2025】】12月月7日，《智能制造日，《智能制造“十三五十三五”发展规划》在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正式发发展规划》在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正式发
布，布，规划将给未来5年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做出重要指引。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2025】国家制造强国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到江西省对《中国制造】国家制造强国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到江西省对《中国制造2025》贯彻落实情况》贯彻落实情况
开展专项督查。开展专项督查。实地考察了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欧菲
光科技有限公司、南昌大学硅衬底LED实验室、晶能光电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等六家
企业，充分肯定工作。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12月月5日，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产教融合与企业国际化发展论坛暨国际校企合作成果展在北产教融合与企业国际化发展论坛暨国际校企合作成果展在北
京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启幕。京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启幕。旨在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产教融合发展趋势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的变革与创新,助力“一带一路”人才智库建设,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和全球影响力。



【一带一路】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一带一路】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明确欢号决议，明确欢
迎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重要倡议，重要倡议，敦促各国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
社会为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这是今年3月安理会第2274号决议首次纳入“一带
一路”倡议内容后，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赞同“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
【一带一路】近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一带一路】近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开放与发展论坛中国开放与发展论坛”在京召在京召
开。开。以筑梦中国开放发展新时代为主旨，对“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流通领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三大议题展开了探讨。
军工新闻：军工新闻：
【国防军工】空客公司赢得了加拿大的一项长期服役保障合同，该合同价值约【国防军工】空客公司赢得了加拿大的一项长期服役保障合同，该合同价值约30亿加元（亿加元（23亿亿
美元）。美元）。根据合同，空客C-295将成为加拿大新型固定翼搜索与救援（SAR）飞机平台。
【国防军工】韩美双方举行反潜战工作小组会议，【国防军工】韩美双方举行反潜战工作小组会议，共同检查反潜战任务执行程序，并讨论了提
高联合战斗能力的方案。
铁路新闻：铁路新闻：
【铁路新闻】双龙高铁已初步纳入【铁路新闻】双龙高铁已初步纳入“十三五十三五”规划，规划，争取明年内动工建设，力争2020年左右建成
通车；梅汕高铁建设进展顺利，力争2019年建成通车。
核电新闻：核电新闻：
【核电新闻】法国核电巨头阿海珐因巨额亏损正在重组，中国的核电巨头也在考虑入股。【核电新闻】法国核电巨头阿海珐因巨额亏损正在重组，中国的核电巨头也在考虑入股。日本
三菱重工业公司和日本原燃公司正在就向阿海珐(AREVA)投资进行最终协调，两家日企计划出
资共计数百亿日元。
【核电新闻】保加利亚政府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声明中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对于在多瑙【核电新闻】保加利亚政府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声明中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对于在多瑙
河畔河畔Belene镇附近建设核电厂有兴趣。镇附近建设核电厂有兴趣。
【核电新闻】海阳核电【核电新闻】海阳核电1号机组有号机组有50个重大节点，目前已经完成了个重大节点，目前已经完成了45个，预计明年将实现并网发个，预计明年将实现并网发
电。电。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并预留两台扩建场地，一期工程1、2号机组为1250兆
瓦AP1000核电机组，1号机组已进入主系统调试阶段，预计2017年投产发电，2号机组与1号机
组保持10个月的间隔工期。
无人机：无人机：
【无人机】以色列研发军用无人机，一架可飞行至危险高空区域的飞行救护车【无人机】以色列研发军用无人机，一架可飞行至危险高空区域的飞行救护车“鸬鸬
鹚鹚”（（Cormorant）已经成功完成了它的第一次自主飞行。）已经成功完成了它的第一次自主飞行。该飞机可抵达直升机到不了的地方，
执行任务中出现问题时可自行作出决定，但仅用于军事上的运输。
【无人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包括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等陆地边界部署具备侦【无人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包括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等陆地边界部署具备侦
查、信号干扰和数字化作战能力的无人机查、信号干扰和数字化作战能力的无人机“翔龙翔龙”。。作为中国国产无人机，“翔龙”飞行速度可
达750千米/小时。
【无人机】淄博市公安局开展夜间突击整治行动，民警首次应用无人机对工地周边道路进行高【无人机】淄博市公安局开展夜间突击整治行动，民警首次应用无人机对工地周边道路进行高
空侦查，空侦查，摸清车辆实时行驶状态，合理设置堵截点位，科学部署警力，以动制“静”，以动
制“动”。
船舶新闻：船舶新闻：
【船舶海工】厦门船舶重工交付第【船舶海工】厦门船舶重工交付第6艘艘8500PCTC“礼诺礼诺·宝驹宝驹”号，号，“礼诺·宝驹”号将于12月11日
换旗离港首航。
【船舶海工】长江船舶设计院设计的首艘内河【船舶海工】长江船舶设计院设计的首艘内河LNG电力推进船交船，电力推进船交船，该船为京杭运河2000吨散
货船。



【船舶海工】现代重工即将从伊朗国家航运公司（【船舶海工】现代重工即将从伊朗国家航运公司（IRISL）获得）获得10艘新船订单。艘新船订单。该系列新船订单
总价值约6.5亿美元，现代重工将为伊朗建造4艘14400TEU集装箱船和6艘50000载重吨MR型成
品油船。新船预计在2018年第三季度交付伊朗。
油气新闻：油气新闻：
【油气建设】【油气建设】12月月8日，由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与日，由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与IHS公司联合主办的公司联合主办的2017年国际油气发展年国际油气发展
研讨会在京召开。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能源转型与政府角色”，围绕行业趋势、能源转型、地缘政治
和企业战略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激烈讨论。
【油气建设】【油气建设】12月月8日，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宜君县天然气勘探项目日，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宜君县天然气勘探项目1号探井正式开钻。号探井正式开钻。据
悉，该项目是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实现天然气大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实现
华北油气分公司以及中石化油气勘探战略储备与接替具有重要意义，开启了宜君县天然气勘探
开发的崭新一页。

附录附录3：公司动态及点评：公司动态及点评
【北方创业】【北方创业】一机集团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中的股权类资产大成装备13.38%股权和特
种技术装备20%股权；北方机械控股持有的北方机械100%股权已全部交割至公司，大成装备、
特种技术装备和北方机械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巨轮智能】【巨轮智能】公司出资设立子公司巨轮机器人（揭阳）有限公司，子公司主营工业机器人制造
销售，智能装备研发、智能控制研发等。
【华中数控】【华中数控】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对江苏锦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
司100%股权的收购，并已过户完成。
【山东威达】【山东威达】山东威达全资子公司苏州德迈科将持有的20%昆山高联股份以人民
币463,291.73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帆（昆山高联董事长）。
【龙溪股份】【龙溪股份】公司的航空自润滑关节轴承产品已顺利通过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NAVAIR）
试验室合格鉴定，至此公司通过NAVAIR合格鉴定的产品共有8类6000余种规格，并于近日正式
列入美国政府采购合格产品目录（QPL-AS81820）中。
【雪浪环境】【雪浪环境】获得2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分别为提升蒸汽品质的装置、一种提高蒸汽发电效率
的装置。
【金通灵】【金通灵】金通灵与高义钢铁签订《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焦炉煤气及余热发电工程构架性合
作协议》，合同总金额暂定为71,000.00万元。签订《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煤气发电综合改造
工程合同能源管理（EMC）合作协议》，合同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25,000万元。
【【*ST昆机】昆机】通过云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公开挂牌刨台式铣镗床系列、卧式铣镗床系列商
标使用许可项目延期至2016年12月23日。
【金雷风电】【金雷风电】拟用自有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参与投资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成为创联投资的有限合伙人。
【华伍股份】【华伍股份】与标的公司股东花再华、潘北河签署《关于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
苏环宇园林建设有限公司25%股权的框架协议》，暂定3.75亿元收购。公司分别受让自然人花
再华、潘北河持有标的公司12.5%的股权。
【力星股份】【力星股份】公司与金燕钢球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收购金燕钢
球10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暂定为19,618万元人民币。
【江南红箭】【江南红箭】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公司股份1,500,000股，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15%。



【振芯科技】【振芯科技】董事会会议同意将公司持有的成都子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以及由此所衍
生的所有权益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新橙北斗智联有限公司，转让后公司不再直接持有子
昂网络的股权。
【石化机械】【石化机械】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深层页岩气开发关键装备及工具
研制”项目首期专项资金5,963.85万元，按照项目联合单位承担项目阶段及资金分配比例，公司
获得专项资金4,514.37万元。
【中航机电】【中航机电】拟分别向中国贵州航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支付
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
司100%股权。
【航天通信】【航天通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对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的议案。
【柳工】【柳工】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资下属企业柳工常州机械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一项政府
补助款2,000万元。
【埃斯顿】【埃斯顿】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荆
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拔付的产业发展资金奖励1,91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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