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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Summary] 
投资建议 

本周核心组合：三一重工、恒立液压、徐工机械、艾迪精密、柳工、

安徽合力、中集集团、快克股份、中国中车、双环传动和拓斯达。 

长期推荐组合：诺力股份、克来机电、弘亚数控、爱仕达、应流股

份、智云股份、精测电子、长川科技、晶盛机电、昊志机电、山东

威达、机器人、日机密封、中大力德、华铁股份和杰瑞股份。 

本周观点 

预计 2月份挖机销量约 1.1万台，3月份旺季销量有望继续超预期.

根据我们最新的产业链调研情况，2 月份月底几天发货情况火爆，估

计国内销量 9500 台左右，加上出口约 1.1 万台，较一月份环比持平

或略增。1-2 月份合计来看，较去年同期增长 10%以上。由于今年春

节在 2 月中旬，2 月份整体为开工淡季，进入 3 月份之后，各地项目

将逐渐启动，3-4 月份将迎挖机销量旺季。目前各地代理商都在举办

促销展会，订单情况较好。根据我们跟各地代理商、主机厂的沟通

情况来看，估计 3 月份销量同比增速 30%-50%，估计会更接近上限。

因此，一季度合计销量有望继续超市场预期。 

环保趋严加快挖机更新需求释放，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带动出口持续

增长：除了京津冀地区出台了严格禁止冒黑烟高排放非道路工程机

械作业的规定之外，目前成都、惠州、佛山、重庆等城市也跟进了

这一政策，在环保趋严背景下，我们认为将有更多城市和地区跟进，

存量高排放设备将加快淘汰，更新需求有望加速释放。另一方面，

未来 2-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以及全球基建复苏有望推动出口高

速增长。 

近期行业龙头股价有所回调，我们认为调整即是买入时机。受市场

对挖机销量增速不确定而担心的影响，再加上市场风格的博弈和 2

月 PMI 低于预期的影响，工程机械行业龙头股价有所调整。我们认

为，目前行业需求仍然稳定、销售非常健康、回款情况良好、大部

分客户成熟理性，整个行业基本面仍然在向好通道上，行业龙头现

金流明显好转，业绩具备巨大弹性，调整后性价比进一步凸显，值

得重点关注。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挖机销量不及预期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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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观点及投资建议 

预计 2月份挖机销量约 1.1万台，3月份旺季销量有望继续超预期.根据我们最新的产

业链调研情况，2 月份月底几天发货情况火爆，估计国内销量 9500 台左右，加上出口

约 1.1 万台，较一月份环比持平或略增。1-2 月份合计来看，较去年同期增长 10%以上。

由于今年春节在 2 月中旬，2 月份整体为开工淡季，进入 3 月份之后，各地项目将逐

渐启动，3-4 月份将迎挖机销量旺季。目前各地代理商都在举办促销展会，订单情况较

好。根据我们跟各地代理商、主机厂的沟通情况来看，估计 3 月份销量同比增速

30%-50%，估计会更接近上限。因此，一季度合计销量有望继续超市场预期。 

环保趋严加快挖机更新需求释放，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带动出口持续增长：除了京津冀

地区出台了严格禁止冒黑烟高排放非道路工程机械作业的规定之外，目前成都、惠州、

佛山、重庆等城市也跟进了这一政策，在环保趋严背景下，我们认为将有更多城市和

地区跟进，存量高排放设备将加快淘汰，更新需求有望加速释放。另一方面，未来 2-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以及全球基建复苏有望推动出口高速增长。 

近期行业龙头股价有所回调，我们认为调整即是买入时机。受市场对挖机销量增速不

确定而担心的影响，再加上市场风格的博弈和 2 月 PMI 低于预期的影响，工程机械行

业龙头股价有所调整。我们认为，目前行业需求仍然稳定、销售非常健康、回款情况

良好、大部分客户成熟理性，整个行业基本面仍然在向好通道上，行业龙头现金流明

显好转，业绩具备巨大弹性，调整后性价比进一步凸显，值得重点关注。 

 

2 推荐组合核心逻辑跟踪 

全年坚定看好行业龙头强者恒强、“补短板”以及智能制造贯穿产业升级三条主线。

2018Q1 重点推荐量价齐升，业绩释放有利润弹性的标的。 

本周核心组合：三一重工、恒立液压、徐工机械、艾迪精密、柳工、安徽合力、中集

集团、快克股份、中国中车、双环传动和拓斯达。 

长期推荐组合：诺力股份、克来机电、弘亚数控、爱仕达、应流股份、智云股份、精

测电子、长川科技、晶盛机电、昊志机电、山东威达、机器人、日机密封、中大力德、

华铁股份和杰瑞股份。 

 

3 行业重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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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交】北京至雄安城际铁路开工建设 

2月28日，雄安新区首个重大交通项目京雄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该铁路起自京九铁

路李营站，经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霸州市，终至雄安新区，正线全长92.4公里，

共设5座车站，总投资约335.3亿元。其中，北京城区内李营至北京新机场段设计时速

250公里，将于2019年9月与新机场同步开通使用；北京新机场至雄安新区段设计时速

350公里，雄安站枢纽已完成国际招标评选，新机场至雄安段将于2020年底投入使用。 

 

【半导体】安徽2021年半导体产业要达1000亿 

2018年2月，安徽印发《安徽省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1年)》。提出发展目标，

到2021年，半导体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达到300家，芯

片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装备和材料龙头企业各2—3家。力促晶合扩大规模，尽

快完成4条12吋晶圆生产线布局。依托合肥长鑫，加快推进存储芯片先进技术研发和产

品规模化生产。  

 

【锂电】七部委联合印发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暂行办法 8月1日施行 

2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质检总局、

能源局印发《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旨在加强新能

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规范行业发展，推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环境和人

体健康，保障安全，促进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本办法自2018年8月1日施行。 

 

【自动化】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成立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设立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的通知, 工业互联

网专项工作组的成立旨在统筹协调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全局性工作，审议推动相关

重大规划政策、工程专项及工作安排，加强战略谋划，增强地区和部门间工作的协调

性并落实监督。 

 

【天然气】发改委:全力以赴做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2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全体成员会议。

会议指出，必须直面天然气行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确立科学的责任机制，全力以赴

做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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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Vandellós核电厂1#机组退役签订工程服务合同 

西屋和EDF将根据西班牙退役和废物管理公司Enresa授予的合同，为拆除Vandellós核电

厂1号机组提供工程服务。该合同由Enresa于2017年5月投标，对该单位退役的“潜伏期”

提供四年的工程支持。它还包括编写技术和许可文件。 

 

4 重点公司公告 

4.1 经营活动相关 

【杰瑞股份】全资子公司杰瑞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900.00万美元向其全资

子公司Trisun Energy Services LLC.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能服公司对Trisun的投资将

由100.00万美元增加至4,000.00万美元。 

【恒立液压】拟使用自有资金5亿元投资建设铸件项目二期，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将形

成年产3万吨液压铸件的生产能力（其中工业阀铸件375吨、导向套铸件1,068吨、多路

高压阀块铸件18,000吨、泵马达 壳体铸件10,557吨）。同时，公司拟对设立于香港的全

资子公司恒立液压（香 港）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1,180万美元进行增资。 

 

4.2 资本运作相关 

【软控股份】与eCobalt Solutions Inc.公司于2018年2月24日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其新发行不超过19.9%股份并根据乙方需求拟提供有息借款供

乙方生产经营用，预计本次认购股份及提供借款合计金额不超过8,000万美元。 

 

4.3 其他公告 

【日机密封】大股东川机投资累计增持股份达到公司总股本1%，增持金额4,205.09万

元，增持均价39.42元/股。 

【晶盛机电】发布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35.22万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121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价格为9.12元/股。 

 

4.3 年报相关 

【新界泵业】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517,460,086.69元，同比增长

15.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0,097,520.53元，同比增长20.10%。 

【斯莱克】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53,306.72万元，同比上升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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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62.45万元，同比上升27.78%。 

【天奇股份】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245,424.75万元，同比增长0.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06.81万元，同比下降16.23%。 

【日机密封】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49,587.74万元，同比增加48.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09.99万元，同比增长22.86%。 

【劲胜智能】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642,172.28万元，同比增长25.03%；

净利润为45,993.74万元，同比增长249.92%。 

【鼎汉技术】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125,615.08万元，同比增长31.67%；

完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99.85万元，同比下降30.77%。 

【机器人】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2,455,063,972.2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73%；实现营业利润为523,081,605.95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4.00%。 

【杰瑞股份】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18,862.98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2.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58.6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40.68%。 

【巨星科技】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44.43亿元，较2016年增长23.2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72亿元，较2016年下降8.03%。 

【康力电梯】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3,279,930,834.18元，同比下降1.0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7,226,822.27元，同比下降25.19%。 

【克来机电】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251,914,795.2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9,224,488.8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51%。 

【智云股份】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913,576,919.59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51.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900,742.2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6.94%。 

【中大力德】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498,115,395.59元，同比增长34.6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938,749.89元，同比增长30.33%。 

【先导智能】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217,689.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75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93%。 

【联得装备】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46,627.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2.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52.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07%。 

【汇川技术】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4,778,316,761.53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30.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4,540,080.2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24%。 



 
行业周报 

P8 工程机械一季度可能超预期，板块回调即是买入机会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守正 出奇 宁静 致远 

【金卡智能】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168,754.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7.55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669.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5.73%。 

【豪迈科技】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2,979,173,132.22元，较去年增长

14.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7,261,699.56元，较去年下降7.02%。 

【晶盛机电】发布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194,884.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8.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585.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9.38%。 

 

5 板块行情回顾 

本期（2月26日-3月2日），沪深300下跌1.34%，机械设备板块上涨0.04%，在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靠后；18个三级子行业有涨有跌，其中印刷包装机械涨幅最大

（+8.21%），楼宇设备跌幅最大(-12.53%)。 

图表1：28个申万一级行业本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2：18个申万机械设备三级子行业本周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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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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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行业分析师介绍 

刘国清，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浙江大学管理专业硕士，从事高端装备等领域的

行业研究工作，擅长产业链调研，尤其精通工业自动化相关板块。金融行业从业六年以上，

代表作包括《机器人大趋势》等。在进入金融行业之前，有八年的实业工作经历，曾经在工

程机械和汽车等领域，从事过生产技术，市场与战略等方面的工作。 

刘瑜，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北京大学工学硕士，曾就职于西南证券研发中心，2017

年 6 月加盟太平洋证券，善于通过行业及公司基本面发掘投资机会。 

徐也，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助理分析师，英国 Strathclyde 大学海上石油平台专业硕士，曾

就职于西南证券研发中心，于 2017年 7月加盟太平洋证券。 

钱建江，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华中科技大学工学硕士，曾就职于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2017年 7月加盟太平洋证券，善于自下而上把握投资机会。 

曾博文，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中山大学金融学硕士，曾就职于广证恒生证券研究中

心，2017年 9月加盟太平洋证券，善于从产业趋势把握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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