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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行情： 

周四上证综指下跌 0.02%，沪深 300 下跌 0.01%。先进制造行业各版块中，公用事业、汽车实现上涨，

分别上涨 0.46%、0.24%；电气设备与前一日持平；机械设备、交通运输分别下跌 0.32%、0.71%。在先进

制造的各二级行业中，燃气涨幅较大，上涨 4.57%；此外，汽车零部件、水务、高低压设备、环保工程及

服务等细分行业也实现小幅上涨；而机场、物流细分行业下跌幅度较大，分别下跌 2.12%、1.24%。 

个股行情： 

汽车 

周四申万汽车涨幅前五分别是钧达股份（+10.00%）、威唐工业（+10.00%）、西仪股份（+9.98%）、天

汽模（+9.95%）、旭升股份（+6.71%）。跌幅前五分别是浩物股份（-4.96%）、广汽集团（-4.35%）、凌云股

份（-3.48%）、科博达（-3.15%）、特尔佳（-2.80%）。重点公司中涨幅靠前的华域汽车（+2.83%）、中国汽

研（+0.71%）、福耀玻璃（+0.70%）。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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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行
业
点
评 

行
业
研
究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先进制造行业日报 

 2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周四机械设备板块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古鳌科技（+10.02%）、苏常柴A（+9.37%）、天翔环境

（+6.47%）、道森股份（+4.76%）、森远股份（+4.40%）；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东方中科（-8.10%）、铂力

特（-5.53%）、大元泵业（-5.50%）、中亚股份（-4.59%）、沃尔德（-4.39%）。重点关注的其他公司中涨幅

靠前的有美亚光电（+2.62%）、大族激光（+1.98%）、中海油服（+1.68%）等。 

电气设备 

周四电力设备板块涨幅前五个股分别是红相股份（+10.01%）、易世达（+5.26%）、风范股份（+4.49%）、

宏发股份（+3.61%）、华瑞股份（+3.20%）。跌幅前五的个股分别是九洲电气（-5.40%）、蓝海华腾（-4.52%）、

良信电器（-4.02%）、三星医疗（-3.31%）、兆新股份（-2.72%）。重点关注公司中跌幅较多的是金风科技

（-2.36%）、通威股份（-2.31%）、中环股份（-1.87%）。 

环保 

周四环保板块涨幅前五分别是天翔环境（+6.47%）、联泰环保（+4.14%）、碧水源（+2.85%）、伟明环

保（+1.95%）、*ST菲达（+1.76%）。跌幅前五分别是鹏鹞环保（-4.20%）、博天环境（-3.74%）、龙马环卫

（-3.04%）、万邦达（-2.27%）、维尔利（-1.78%）。重点关注的其它公司中，瀚蓝环境（+1.45%）、盈峰环

境（-0.93%）、高能环境（-1.00%）、国祯环保（-1.60%）。 

公司公告： 

汽车 

◆ 拓普集团（601689）：前三季净利降 45.33%至 3.37 亿元。 

◆ 常熟汽饰（603035）：前三季净利降 33.84%至 2.06 亿元。 

◆ 新坐标（603040）：前三季净利升 10.29%至 8708.73 万元。 

◆ 一汽富维（600742）：前三季净利降 8.14%至 3.56 亿元。 

◆ 骆驼股份（601311）：前三季净利升 13.04%至 4.20 亿元。 

◆ 中原内配（002448）：第三季度净利润 3004.34 万元，同比下降 55.14%。 

机械 

◆ 杰瑞股份（002353）：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 149.46%。 

◆ 日机密封（300470）：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 27.67%；证券简称拟变更为“中密控股”。 

◆ 中铁工业（600528)：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 17.30%至 12.67 亿元。 

电气设备 

◆ 通威股份（600438）：前三季净利升 35.24%至 22.43 亿元。 

◆ 正泰电器（601877）：前三季度实现收入 224.77 亿元，同比增长 17.62%。 

◆ 大烨智能（300670）：第三季度净利润降 13.46%至 777.03 万元。 



先进制造行业日报 

 3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 通达动力（002576）：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 65.64%。 

◆ 中环股份（002129）：股东拟减持不超 1%股份。 

◆ 中环装备（300140）：第三季度净利润 895.90 万元，同比增长 537.52%。 

◆ 英威腾（002334）：前三季净利减少 121.14%。 

◆ 科力尔（002892）：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 40.97%。 

◆ 天能重工（300569）：两股东减持约 176 万股。 

◆ 积成电子（002339）：中标 9023.56 万元国家电网项目。 

环保 

◆ 南方汇通（000920）：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6967 万元，同比增长 4.54%。 

◆ 万邦达（300055）：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68 亿元，同比下降 30.07%。 

◆ 惠城环保（300055）：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969 万元，同比下降 1.17%。 

行业新闻： 

汽车 

◆ 兰州知豆100%股权被拍卖，起拍价1.38亿元（来源：电车汇） 

近日，在阿里司法拍卖网站上，兰州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宁波中级法院进行司法拍卖，

拍卖信息显示起拍时间为11月24日，起拍价为13808万元。 

◆ 上海超级工厂已启动试生产（来源：电车汇） 

最新消息显示，特斯拉已经开始在投资20亿美元的中国工厂进行试生产，并将向员工销售来自该工厂

的首批汽车。特斯拉在第三财报中表示，Model 3车型在上海的试生产已经开始，较此前计划提前。Model 

Y车型的生产也提前于计划，目前预计将在2020年夏季推出。 

机械 

◆ 中企研制的全球最大履带式起重机海外首吊成功（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石化24日发布消息称，当日，在沙特SABICUNITEEOEGIII项目现场，中国石化全球最大起重能

力履带式起重机安全平稳吊装起项目装置最核心、最重的设备——1926吨洗涤塔，完成海外首吊。这台履

带式起重机由徐工集团与中国石化共同研发制造，最大起重能力4000吨，是全球当前起重能力最大的履带

式起重机。 

◆ 2019宝博会11月4日举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将迎首展（来源：深圳新闻网） 

2019宝安产业博览会（简称宝博会）、2019年深圳国际智能装备产业博览会（简称智博会）将于11月4

日至6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2、3、4号馆隆重举行。作为全国唯一的区级展会，宝博会自2016年以

来，已成功举办三届，是“宝安产业发展的总展示、最高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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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 

◆ 国家发改委明确燃煤标杆电价改革，风、光平价项目是否受影响仍在探讨中（来源：光伏们）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为稳步

实现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目标，将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

场化价格机制。光伏們获悉，关于后续平价项目是否受浮动电价机制影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研究，相关

政策还要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进行具体决定。据了解，价格司目前未提出确切的相关意见。 

◆ 四季度市场不如预期，海外组件价格持续下跌（来源：PVInfoLink） 

目前国内竞价项目的动工仍较预期缓慢，市场普遍认为将有更大比重的竞价项目将递延到明年上半

年，让产业的情绪更趋悲观。单晶 PERC 组件近 2-3 个月来在国内快速跌价，每瓦 1.75-1.85 元人民币的低

价也慢慢传导至海外市场，使得海外市场单晶 PERC 组件从先前的每瓦 0.25-0.26 元美金上下，到近期海外

组件对明年的主流报价来到 0.23-0.245 元美金。且由于四季度市场可能持续不如预期，预期明年上半年海

外市场的报价还将持续走跌。 

◆ 隆基单晶硅片最新报价：156、166尺寸均保持不变（来源：光伏们） 

10 月 24 日，隆基股份官网公示了最新的单晶硅片报价，P 型 M2、M6 尺寸硅片报价均保持不变，M2

硅片报价 3.07 元/片，M6 硅片报价 3.47 元/片。这一价格从 3 月底由于增值税税率调整后，一直保持至今

未变。 

◆ 1-9月风电新增装机13.08GW，平均利用小时数1519小时！国家能源局发布1-9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

据！（来源：风电头条）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9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1-9月，我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风电装机

容量19783万千瓦，同比增长12.5万千瓦；新增风电装机容量1308万千瓦，同比增长47万千瓦；全国风电设

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519小时，同比减少45小时；风电工程投资累计完成598亿元，同比增长73%。 

环保 

◆ 深圳下周实施垃圾分类激励办法，个人最高奖1000元（来源：新京报）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将于11月1日正式实施，激励对象包括家庭、个人、小区、单

位，可主动提出申请。激励采用通报表扬和资金补助结合的方式。通报表扬同时，“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

资金补助为2000元；“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资金补助为1000元；“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资金补助

为10万元/1000户，每个小区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或主管部门领导）、经办人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给予补助资金1000元/人。 

◼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滑，行业景气度下降，海外贸易环境恶化，市场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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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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