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自已公开信息，关于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建议投资者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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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行情： 

周四上证指数上涨 0.96%。先进制造行业中机械设备、汽车板块靠前，分别上涨 1.3%和 1.29%，涨幅

位列全部一级行业第 5 名和第 6 名，跑赢上证指数 0.34 和 0.33 个百分点；电气设备、交通运输、公用事

业板块分别上涨 0.61%、0.54%、0.53%。板块二级行业均上涨，受到《2019 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提振的

SW 燃气（+3.75%）涨幅居前，其次 SW 汽车整车（+1.92%）、SW 专用设备（+1.86%）、SW 航空运输（+1.84%）、

SW 汽车服务（+1.3%），表现落后的是 SW 航运（-0.99%）、SW 其他交运设备（-0.07%）、SW 铁路运输

（+0.07%）、SW 运输设备（+0.11%）、SW 电机（+0.2%）。 

图 1：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个股行情： 

汽车 

周四申万汽车涨幅前五分别是中国中期（+5.27%）、金固股份（+4.93%）、均胜电子（+4.31%）、宇通客车

（+4.27%）、中国重汽（+4.06%）。跌幅前五分别是奥联电子（-5.14%）、秦安股份（-3.2%）、深中华 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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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佳（-2.31%）、*st 海马（-1.65%）。重点公司中，潍柴动力（+2.75%）、华域汽车（+0.8%）、星宇股份

（-1.58%）、上汽集团（+2.56%）、比亚迪（+1.56%）、拓普集团（+1.48%）、福耀玻璃（+0.41%）、中国汽

研（+1.23%）。 

机械 

周四机械设备板块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中泰股份（+10.03%）、合锻智能（+10.02%）、世嘉科技（+10.00%）、

华东数控（+9.99%）、达意隆（+9.97%）；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南华仪器（-4.24%）、至纯科技（-3.25%）、

如通股份（-2.95%）、*ST 仰帆（-2.84）、宁波东力（-2.74%）。重点关注的公司中涨幅靠前的有杰瑞股份

（+5.63%）、三一重工（+5.42%）、杰克股份（+4.84%）、大族激光（+3.51%）、恒立液压（+3.31%）等。 

电气设备 

周四电气设备板块涨幅前五个股分别是融钰集团(+10.03%)、科陆电子(+9.98%)、麦格米特(+9.98%)、鲁亿

通(+4.88%)、京泉华(+3.77%)。跌幅前五的个股分别是神马电力(-3.54%)、运达股份(-2.37%)、华自科技

(-2.08%)、日月股份(-1.85%)、金冠股份(-1.56%)。重点关注公司中涨幅靠前的是国电南瑞(+1.72%)，跌幅

靠前的是金风科技（-1.31%）。。 

环保 

周四环保板块涨幅前五分别是旺能环境（+2.93%）、天壕环境（+2.82%）、永清环保（+2.66%）、巴安水务

（+1.95%）、启迪环境（+1.88%）。跌幅前五分别是维尔利（-2.08%）、瀚蓝环境（-1.38%）、博天环境（-1.21%）、

龙马环卫（-0.77%）、上海环境（-0.5%）。重点公司中，维尔利（-2.08%）、盈峰环境（+0.75%）、上海环境

（-0.5%）、瀚蓝环境（+1.38%）、东江环保（+0.69%）、高能环境（+0.3%）、国祯环保（+1.18%）。 

公司公告： 

汽车 

◆ *ST 安凯（000868）：公司向合肥公交供应安凯牌客车 500 辆，合同总金额 87,884 万元。 

◆ 亚太股份（002284）：近日收到奇瑞新能源的新产品定点通知，为其开发和生产 S61EV 项目的电子液

压带制动主缸含罐总成（IBS）和 ESC 控制器总成（ESC 为 S61EV 和 T19EV 同平台化产品）产品。 

◆ 福田汽车（600166）：8 月合计销量 3.78 万辆，去年同期销量 3.7 万辆，2019 年 1-8 月累计销量 34.72

万辆，同比增长 2.38%。 

机械 

◆ 劲拓股份（300400）：君如资管减持 54.85 万股，持股降至 4.9999%。 

◆ 金卡智能（300349）：拟回购注销 3.0348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古鳌科技（300551）：中标华夏银行现金机具集中采购项目。 

电气设备 

◆ 精达股份（600577）：控股股东 2.50 亿股被司法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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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格米特（002851）：股东减持 0.80%公司股份。 

◆ 上海电气（601727）：与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和闵行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 东方电气（600875）：拟推 3000 万股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阳光电源（300274）：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为 10.97 亿元。 

◆ 白云电器（603861）：与广州地铁签订 10.04 亿元采购合同，占公司上年度营收逾三成。 

◆ 日月股份（603218）：减持时间过半，监事会主席徐建民尚未实施减持。 

◆ 中利集团（002309）：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获中证监核准。 

环保 

◆ 盛运环保（300090）：公司股票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或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 神雾环保（300156）：公司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行业新闻： 

汽车 

◆ 商务部：支持汽车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将适时出台（来源：财联社）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商务部正在深入开展相关调研，广泛征求汽

车行业企业的意见，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并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 加速交通出行的节能减排，博世采购宁德时代48V电芯（来源：盖世汽车） 

9月5日，据宁德时代官方消息，宁德时代与博世正式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宁德时代将在全球范围

内为博世48V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可靠动力内核。锂电锂电技术的发展，加速让交通出行节能减排从口号成

为可能。搭载了宁德时代电芯产品的博世48V动力电池系统，可为传统燃油车提供具有更高效率、更低成

本、更优灵活性的电动化方案，助力实现减排降耗这一全球性目标。据悉，宁德时代与博世的合作将充分

发挥各自在锂电领域、汽车零部件领域的研发、技术和制造优势，以更快的速度推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

品，推动交通出行的节能减排。 

◆ 售价15.89万起，续航501km，北汽新能源EU5 R600正式上市（来源：第一电动车网） 

2019年9月5日，北汽新能源EU5 R600车型在第二十二届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补贴后售价为15.89万-17.19万。

据悉EU5 R600升级车型搭载先进的智能仿生温控系统IBTC，其NEDC工况续航里程为501km。外观方面，

该车的外观造型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前脸采用了封闭式格栅，雾灯区域则采用了“C”字型的LED日间

新车等配黑色装饰，并在下包围处加入了一根镀铬饰条贯穿前脸，不仅拉伸了视觉宽度，还增加了新车的

运动感。车身尺寸方面，北汽新能源EU5 R600车型的长宽高分别为4650*1820*1510mm，轴距为2670mm，

虽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但相比同级的吉利帝豪EV及比亚迪秦EV等竞品车型，其车身宽度、高度及轴距

都有一定优势。 

机械 

◆ 小松高端循环机BICES首秀热情上演（来源：第一工程机械网） 

2019年9月5日，小松高端循环机推介会在BICES 2019室外N220小松展位举行。本次展会，小松共携6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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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循环机，包括1台小松循环机和5台小松高端循环机。本届BICES是小松高端循环机推出以来首次参展。 

◆ 用户驰骋商界的“利剑”，中联重科起重机国六系列新品发布会（来源：第一工程机械网） 

本次BICES 2019展上，中联重科带来了7款国六汽车起重机新品。这是中联重科4.0产品升级厚积薄发的成

果，深受现场客户一致好评，以高品质、高性能、高智能、高体验为特点的中联重科国六起重机将成为广

大客户驰骋商界的一把利剑。 

电气设备 

◆ 光伏产业链价格：中上游价格打底，海内外组件价格持续下跌（PVInfoLink） 

硅料价格：本周硅料价格除了海外多晶用硅料价格上涨外，其他价格依旧保持，目前国内多晶用硅料的低

价部分供应较为紧张，整体价格底部上抬，但主流价格仍保持在每公斤58-59元人民币的水平，目前较难触

碰60元大关。目前硅料端没有明显库存，加上市场回温的势头已经有所出现，预估随着市场库存陆续消化，

硅料在第四季还是有望小幅上涨。 

硅片价格：海外多晶硅片价格有所下滑，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汇率的变化，价格在本周又下滑2.5%来到每

片0.236元美金。国内部分则是各家企业都在酝酿涨价，个别的牌价都上调约1-2分钱，但实际成交价仍落

在此前的1.81-1.83元人民币之间。市场上对于单晶硅片的需求确实较为缓和，除两大厂外的价格都有所下

修。 

电池片价格：进入九月，组件厂在未来电池片可能触底反弹的预期心理下，对电池片的需求开始增加，电

池片厂因为买气渐增也开始调涨报价，本周市场报价大多提升了0.03元人民币，来到每瓦0.93元人民币的

水平。 

组件价格：随着中国内需回温的时程较原先预期晚，一直维持较高开工率的组件环节整体库存也略有提升，

使得近期国内的招投标价格更显积极，从本周陆续的开标价格也可看出，国内的主流价格已来到每瓦

1.85-1.9元人民币。在国内单晶PERC组件价格出现显著下跌的同时，海外组件的跌价也转趋明显，市场价

格陆续跌破每瓦0.26元美金。 

光伏玻璃价格：本月新成交之3.2mm镀膜玻璃价格出现上涨，然而涨价程度不一。整体而言，市场新成交

之主流价格上涨至27.5-28元/平方米，也有部分厂家涨至每平方米28.5元人民币，市场价格区间拉大。 

环保 

◆ 上海发布关于重点行业执行国家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告（来源：北极星节能）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和本通告实施后的企业，对于国家排放标准中已规定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火电（不含燃煤电厂）、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行业，继续按照《公告》

要求执行；对于国家排放标准中未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或特别控制要求的包装印刷和工业涂装等

行业，待相应排放标准制订后执行。《公告》实施前的企业，除火电（不含燃煤电厂）继续按照《公告》

要求执行外，对于国家排放标准中已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行

业，自2020年7月1日起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对于国家排放标

准中未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行业，待相应排放标准制订后执行。 

◼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承压、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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