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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行情： 

周四上证综指上涨 0.46%，沪深 300 上涨 0.37%。先进制造行业各版块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汽车板块涨幅相对较高，分别上涨 1.18%、0.94%、0.72%；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涨

幅较小，分别上涨 0.11%、0.04%。在先进制造的各二级行业中，仪器仪表、汽车服务、通用机械、电源设

备、金属制品、专用设备等细分行业表现较好，分别上涨 2.38%、1.99%、1.25%、1.20%、1.14%、1.07%；

而航运、机场、燃气、电力等细分行业出现下跌，分别下跌 0.79%、0.64%、0.25%、0.06%。 

个股行情： 

汽车 

周四申万汽车涨幅前五分别是东方精工（+10%）、苏奥传感（+10%）、保隆科技（+10%）、华培动力

（+10%）、越博动力（+10%）。跌幅前五分别是南方轴承（-3.6%）、永安行（-2.6%）、特尔佳（-2.4%）、

国机汽车（-2.2%）、德宏股份（-2%）。重点公司中，华域汽车（+0.2%）、广汽集团（+2.4%）、拓普集团（+0.8%）、

星宇股份（+2.6%）。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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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申万各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  图2：先进制造二级行业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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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机械设备板块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银宝山新（+10.06%）、科森科技（+10.01%）、亿利达

（+10.00%）、东方中科（+9.99%）、宝鼎科技（+9.98%）；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杭齿前进（-2.81%）、天

广中茂（-2.35%）、五洋停车（-2.19%）、科瑞技术（-1.98%）、梅安森（-1.92%）。重点关注的其他公司中

涨幅靠前的有先导智能（+7.64%）、捷佳伟创（+5.85%）、克来机电（+5.26%）、锐科激光（+4.00%）、大

族激光（+3.99%）、浙江鼎力（+3.67%）等。 

电气设备 

周四电力设备板块涨幅前五个股分别是凯发电气（+10.03%）、航天机电（+10.00%）、华仪电气

（+7.36%）、积成电子（+6.35%）、金冠股份（+5.82%）。跌幅前五的个股分别是神马电力（-7.38%）、泰永

长征（-5.02%）、ST远程（-4.96%）、日月股份（-2.59%）、科力尔（-2.51%）。重点关注公司中涨幅靠前的

是明阳智能（+2.95%）、天能重工（+2.68%）、福斯特（+2.44%）、中环股份（+2.12%）。 

环保 

周四环保板块涨幅前五分别是中材节能（+3.21%）、天瑞仪器（+2.75%）、碧水源（+2.68%）、鹏鹞环

保（+2.41%）、天翔环境（+2.15%）。跌幅前五分别是上海环境（-5.77%）、永清环保（-2.82%）、博天环境

（-2.47%）、巴安水务（-2.21%）、绿色动力（-1.67%）。重点公司中，维尔利（+1.40%）、盈峰环境（+0.61%）、

上海环境（-5.77%）、瀚蓝环境（-0.72%）、高能环境（+0.50%）、国祯环保（+0.52%）。 

公司公告： 

汽车 

◆ 福田汽车（600166）：回购完成，累计回购 1.05 亿股，回购金额 2.5 亿元，回购均价 2.37 元/股。 

◆ 华友钴业（603799）：调整收购方案，原标的资产为巴莫科技 100%股权和华友衢州 15.68%股权，调

整后的标的资产为华友衢州 15.68%股权。原标的资产华友衢州 15.68%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86,240.00 万

元，调整后的标的资产交易作价为 80,500.00 万元。 

机械 

◆ 玉龙股份（601028）：董事会、监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 

◆ 众合科技（000925）：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983.58 万元。 

◆ 光力科技（300480）：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信庭至美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电气设备 

◆ 中来股份（300393）：携手安彩高科投建年产 2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 

◆ 电科院（300215）：被认监委列入防爆电气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名单。 

◆ 合纵科技（300477）：半年报推 10 转 4 股，股权登记日 9 月 25 日。 

◆ 保变电气（600550）：公司及子公司年初至今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1517.12 万元。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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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祯环保（300388）：控股股东转让股权，转让方国祯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国祯环保 15%的股份以协议

转让方式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 12.7 元/股。 

◆ 盛运环保（300090）：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 万邦达（300055）：中标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中水回用“近零排放”项目，中标项目总价 1.28 亿元，

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9.65%。 

行业新闻： 

汽车 

◆ 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来源：财联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纲要》提出，加强新型载运工具研发。实现3万吨级

重载列车、时速250公里级高速轮轨货运列车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自动驾

驶、车路协同）研发，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强化大中型邮轮、大型液化天然气船、极地航行船舶、

智能船舶、新能源船舶等自主设计建造能力。完善民用飞机产品谱系，在大型民用飞机、重型直升机、通

用航空器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量产前通过第二次验收（来源：盖世汽车） 

据electrek报道，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再次通过了一项重要的政府验收。这意味着量产在即。据报道，

上海临港地区建设项目管理服务中心组织规划、建设、消防、防雷、档案等专业验收部门召开了特斯拉超

级工厂项目（一期）——联合厂房1的综合验收现场会。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朱晓彤出席了

会议。各专业条线分别对项目现场进行了验收并对现场相关施工资料进行核查，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机械 

◆ 第二批符合《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出炉（来源：中商情报网） 

近日，工信部发布第二批符合《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上榜的8家公司分别是浙江

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合肥欣奕华智能机器有限公司、安徽省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华数机器人

有限公司、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华恒焊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第716研究所。 

◆ 新松机器人发布我国首款工业软件与控制平台（来源：中国证券网） 

9月17日至21日，第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当日，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我国首款工业软件与控制平台，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提供强大助力。 

电气设备 

◆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强电力中长期交易监管的意见》（光伏们）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强电力中长期交易监管的意见》的通知，目的为进一步加强电力中长期交易

监管，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此次通知的主要任务有十二项，包括：规范制定市场交易规则；

规范组织市场交易；规范参与交易行为；做好市场交易服务；促进售电企业公平参与市场交易；加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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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行为自律监督；较强运营监控和风险防控；规范市场干预行为；加强市场交易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信

息披露和报送监管；加强市场信用监管；建立政府监管和外部专业化监督密切配合的监管体系。 

◆ 晶澳太阳能借壳天业通联回归A股获有条件通过（摩尔光伏）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召开会议，对晶澳太阳能借壳天业通联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19 日下午，证监会网站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委 2019 年第 40 次

会议审核结果公告》，秦皇岛天业通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有条件通过。 

◆ 最低4.1元/瓦！中广核公示170MW光伏项目EPC总承包中标候选人（光伏们） 

9月19日，中广核贵州关岭纳卜170MW光伏项目公示EPC总承包中标候选人。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单价4.1元/瓦位列第一中标候选人。 

环保 

◆ 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来源：万得资讯） 

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习近平指出，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抓紧

开展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

大步伐。 

◆ 四部门印发《京津冀工业节水行动计划》（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工信部、水利部、科技部、财政部印发了《京津冀工业节水行动计划》。节水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力

争到2022年，京津冀重点高耗水行业(钢铁、石化化工、食品、医药)用水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新水取用量，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下降至10.3立方米以下，规模以上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达到93%以上，年节水1.9亿立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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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