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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328 

行业总市值（亿元） 20,189.17 

流通市值（亿元） 19,299.52 

行业市盈率 TTM 27.25 

沪深 300 市盈率 TTM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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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行业观点：业绩窗口临近，工程机械板块有望表现突出。根据行业数据，2019

年 1-5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2.2

万台，同比涨幅 15.2%。其中，三一重工累计销量 3.1 万台，市场份额 25.6%；

徐工累计销售 1.7 万台，市占率 13.8%。起重机：根据行业数据，2019 年 5

月，汽车起重机销售 4398 台，同比增长 45.2%，1-5 月累计销售 21965 台，

同比增长 63.1%。上半年工程机械景气度较高，行业龙头三一重工等市场份额

和盈利质量提升显著，业绩有望超预期。建议关注。光伏进入政策执行期，流

程有望简化、加速装机量提升。行业拐点确定性强，2019Q3 有望迎来光伏装

机旺季。建议关注光伏产业链相关企业。 

 行情回顾：本周机械设备板块整体上涨 1.6%，同期沪深 300 上涨 1.8%，跑输

大盘 0.2 个百分点，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16。除有色金属下跌 0.2%，其他

版块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国防军工、家用电器、汽车涨幅较大，分别上涨 7.7%、

2.0%、1.4%。 

 捷佳伟创：政策回暖+技术升级，光伏设备龙头充分受益。公司是国内领先的

太阳能电池设备制造企业，在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设备的细分领域内具有领先

优势，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产品技术含量高，毛利率水平保持在 30%以上。

2019Q1，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 亿(+39.0%)，归母净利润 0.9 亿(+24.2%)。 

 三一重工：工程机械龙头，增长势头强劲。受益于下游基建需求拉动、环境保 

护力度加强、设备更新需求增长及人工替代效应，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较高， 作

为行业龙头企业，公司产品实力不断提升，业绩表现突出。2018 年，实现营收

558 亿(+46%)，归母净利润 6 亿元(+192%)。2019Q1 营收 213 亿（+75%）， 

归母净利润 32 亿元（+115%）。 

 金卡智能：物联网表渗透率提升，龙头更加受益。从机械表（约 100 元/台）

到 IC 卡表（约 220 元/台）到 2G 表（约 300 元/台）、NB 表（约 350 元/台），

燃气表智能化、网联化趋势明显，单台表的价格上升，门槛亦逐步提升，致使

行业龙头企业更加受益。公司 2018 年 NB 表出货量 54 万台，2019 年预计接

近 250 万台，营收占比预计从 2018 年不到 10%，提升至 2019 年超过 25%，

带动公司营收较快增长，为未来几年主要看点。 

 佳电股份：需求复苏业绩高增长，国企改革及核电优质标的。2018 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9.5 亿元(+23%)，归母净利润 2.8 亿元(+13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 亿元（+363%）。2019Q1 实现营收、归

母净利润、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5.40 亿元、0.97 亿元、0.94 亿元，同比变化分

别为+52%、+87%、+150%。 

 风险提示：工程机械销量不及预期风险，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风险，光伏装

机量不及预期风险，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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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观点 

业绩窗口临近，工程机械板块有望表现突出。根据行业数据，2019 年 1-5 月，纳入统

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2.2 万台，同比涨幅 15.2%。其中，

三一重工累计销量 3.1 万台，市场份额 25.6%；徐工累计销售 1.7 万台，市占率 13.8%。起

重机：根据行业数据，2019 年 5 月，汽车起重机销售 4398 台，同比增长 45.2%，1-5 月累

计销售 21965 台，同比增长 63.1%。上半年工程机械景气度较高，行业龙头三一重工等市场

份额和盈利质量提升显著，业绩有望超预期。建议关注。 

图 1：挖掘机年度销量（辆）  图 2：挖掘机月度销量（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3：起重机年度销量  图 4：起重机月度销量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光伏进入政策执行期，流程有望简化、加速装机量提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公开发布：关于 2019 年光伏发电补贴竞价申报工作的有关问题说明，提出为减轻企业负担，

尽量简化申报流程，并及时纠正不符合政策要求的。2019 年 7 月 1 日起，光伏相关政策进

入执行期，申报流程的优化有助于装机量加速提升。行业拐点确定性强，2019Q3 有望迎来

光伏装机旺季。建议关注光伏产业链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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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本周机械设备板块整体上涨 1.6%，同期沪深 300 上涨 1.8%，跑输大盘 0.2 个百分点，

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16。除有色金属下跌 0.2%，其他版块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国防军工、

家用电器、汽车涨幅较大，分别上涨 7.7%、2.0%、1.4%。 

图 5：机械设备板块整体表现 

 

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6：机械设备板块各子行业表现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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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机械设备板块跌幅前十名个股  图 8：机械设备板块涨幅前十名个股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9：机械设备板块（市值前十）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3 行业资讯 

北京首个电网侧储能电站正式并网投运。7 月 1 日，北京怀柔北房储能电站正式并网，

此项工程是北京首个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也是北京电网首座正式投入运行的储能电站。终

期规模为 15MW/30MWh，本期投产规模为 5MW/10MWh。 

2019 年中国工程机械“一带一路”。在国家战略的带动下，“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工

程机械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工程机械企业海外出口的 70%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以徐工、三一、中联重科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目前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有了较为完善的营销网络。据相关预测，未来 10 年“一带一路”相关重点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至少需要 8000 亿美元。 

全球首批五千吨新能源散货船（Diamond 5K 系列）项目启动仪式在亿纬锂能惠州总部

举行。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 5 月底，全球营运中和拟建造电动船舶数量为 155 艘，

包括营运中的船舶 75 艘，拟建造船舶 80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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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周重点公司公告汇总 

重点公司 公司公告 

汇川技术 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完成了第一期交易对价即贝思特 51%股权交易现金对价的 30%支付 

罗博特科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罗博特科智能科技南通有限公司增资 2 亿元，全部计入罗博特科南通注册资本 

林州重机 公司收到《中国神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为 21256.387 万元人民币 

古鳌科技 公司收到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和中工武大诚信工程顾问（湖北）有项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湘油泵 
公司拟与香港世成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一家从事电机类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4,000 万元，公司拟

出资 2,04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1%。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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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来自合法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分析师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分析师承

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获取任何形式的补偿。 

 

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与 20%之间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与 10%之间 

回避：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1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跟随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沪深 300 指数-5%与 5%之间 

弱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沪深 300 指数-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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