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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请务必阅读尾页分析师承诺、公司业务资格说明和免责条款。 

  一周表现回顾： 

上周(0330-0403)上证综指下跌 0.30%，深证成指持平，中小板指上涨

1.33%，创业板指上涨 0.15%，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09%，申万机械行业

指数下跌 1.15%，机械行业跑输大盘。 

 行业最新动态： 

1. 疫情升级 欧洲锂电池工厂停摆 

2. 正式文件！国家发改委官宣 2020 年光伏发电上网电价 

3. 协鑫集成投资 180 亿 ！扩产 60GW“210 组件” 

4. 中晶（嘉兴）半导体大硅片项目年底试生产 

5.  3 月内贸需求创新高！海天复工复产加速跑 

 投资建议： 

1) 工程机械：2020 年 1-2 月份挖掘机销量同比下滑，但全年来看，对挖

掘机销量依然乐观。政府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扩大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2020Q1 专项债已

经发行 1 万亿元。在基建方面，目前已经有 7 个省份公布了 2020 年计

划 3.5 万亿元的投资。根据跟踪，核心零部件企业 3、4 月份排产非常饱

满，预计 3 月份挖掘机销量同比正增长，超预期，4 月份挖掘机销量迎

来大增，。建议持续关注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和核心零部件企业。 

2）光伏设备：国内光伏电价政策已经出台，预计 2020 年国内光伏装机

为 40-50GW，国内光伏装机将迎来大年。海外疫情影响海外需求，全球

光伏装机下修。近期协鑫宣布投建 60GW 的 210 组件，210 大硅片目前

已经实现了产业链的打通，持续关注大硅片带来的新增产能需求。晋能

计划 2020 年下半年上线第二条异质结生产线，异质结技术的新进玩家

越来越多，将加速其产业化，也将带动新增设备的应用和成本降低，异

质结设备将是设备企业的下一个机遇。光伏行业在 Q3 有望迎来转机。

目前全球光伏装机下修的预期已经基本反应，随着疫情好转，行业将迎

来修复。而大硅片和 HJT 新技术将带来新的设备需求。 

 重点关注股票业绩预测：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股价 EPS(元） PE（倍） 
投资评级 

（元） 18A 19E 20E 18A 19E 20E 

601100 恒立液压 61.20  0.95 1.42 1.74 65  43  35  增持 

600031 

 

三一重工 

 

17.88  0.73 1.32 1.58 25  14  11  增持 

002747 埃斯顿 

 

9.67  0.12 0.16 0.22 80  62  44  谨慎增持 

 600984 建设机械 11.87  0.19 0.67 0.96 64  18  12  增持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预测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行业政策变化。

 
中性 

——维持 

 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行业：机械设备 

  

 分析师： 倪瑞超 

 Tel：      

 

021-53686179 

 E-mail：      

 

niruichao@shzq.com 

 SAC 证书编号：S0870518070003 

   

   

   

  

  

  

   

   

  

  

  

  

  

  

 报告编号：NRC20-AIT06 

 首次报告日期： 2017 年 3 月 13 日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延长 2 年，光伏电

价政策出台 

-机械行业周报（20200328-20200403）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研究/行业周报 



 行业周报                                                   

 2 
2020 年 04 月 07 日 

 

一、上周板块行情回顾 

1、指数表现与板块估值 

上周(0330-0403)上证综指下跌 0.30%，深证成指持平，中小板指

上涨 1.33%，创业板指上涨 0.15%，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09%，申万

机械行业指数下跌 1.15%，机械行业跑输大盘。 

图 1 上周行业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板块估值（历史 TTM-整体法）市盈率为 38.65 倍，行业估

值持续下调，但行业估值依然偏高。 

图 2 板块估值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2、个股表现 

板块个股跌多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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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周板块涨幅前 10 图 4 上周板块跌幅前 10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二、上周重点新闻 

1. 疫情升级 欧洲锂电池工厂停摆 

南非储能产品制造商 Metair Investments（梅泰尔）因疫情蔓延而暂停

了其罗马尼亚 Rombat 电池厂的运营。 

随着疫情欧美蔓延升级，欧洲已经有大批主机厂宣布停产减产，对整

个汽车供应链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当前，包括松下、特斯拉、LG 化学和三星 SDI 等日韩企业都相继宣

布暂停运营其位于美国的电池工厂，关停时间将截止到 4 月 13 日左

右。 

2. 正式文件！国家发改委官宣 2020 年光伏发电上网电价 

对集中式光伏发电继续制定指导价。综合考虑 2019 年市场化竞价情

况、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将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 I～III 类资

源区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分别确定为每千瓦时 0.35 元（含

税，下同）、0.4 元、0.49 元。 

降低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纳入 2020 年财政补贴规模，

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

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 0.05 元；采用“全额上网”模式的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所在资源区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执

行。 

降低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纳入 2020 年财政补贴规模的户

用分布式光伏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 0.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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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协鑫集成投资 180 亿 ！扩产 60GW“210 组件” 

协鑫集成发布公告称，已与合肥市肥东县人民政府签署协鑫 60GW 组

件及配套项目产业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夯实光伏主业。 

按项目实施计划：组件项目从 2020 年起分四年四期投资建设，首期

15GW，预计投资 50 亿元人民币，二期、三期、四期分别在一期投

产后根据市场销售和产能利用情况予以分期实施，项目总投资预计 

180 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总投资约 120 亿元。 

协鑫集成表示，鉴于硅片尺寸持续升级扩大的趋势，配套大尺寸电池

供应端所需的组件产能相对短缺，本次将主要定位于“210mm”新型

组件产品，并全面兼 容 “210 mm”以下尺寸，以兼顾现有产品并

填补未来大尺寸产品供应缺口。 

4. 中晶（嘉兴）半导体大硅片项目年底试生产 

中晶（嘉兴）半导体大硅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达 110 亿元，为

2019 年二季度嘉兴市“红旗项目”。该项目 2019 年完成投资 8 亿元，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投资，进度较快。目前一期土建已基本完成，计划

于今年底一期生产线试生产。 

5.3 月内贸需求创新高！海天复工复产加速跑 

海天作为制造业領先企业之一，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通过多项措

施全面保障企业安全复工复产，抢抓“后疫情”时期发展机遇。 

整体来看，虽然外贸订单受国外疫情影响有所减少，但内贸需求有增

无减，且创历史新高，市场需求主要集中于医疗、包装、小家电等行

业。在刚刚过去的 3 月份，海天塑机当月产品的出运台量超 4000 台，

订单台量约 5000 台。 

三、投资建议 

1) 工程机械：2020 年 1-2 月份挖掘机销量同比下滑，但全年来看，

对挖掘机销量依然乐观。政府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要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2020Q1

专项债已经发行 1 万亿元。在基建方面，目前已经有 7 个省份公布了

2020 年计划 3.5 万亿元的投资。根据跟踪，核心零部件企业 3、4 月

份排产非常饱满，预计 3 月份挖掘机销量同比正增长，超预期，4 月

份挖掘机销量迎来大增，。建议持续关注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和核心零

部件企业。 

2）光伏设备：国内光伏电价政策已经出台，预计 2020 年国内光伏装

机为 40-50GW，国内光伏装机将迎来大年。海外疫情影响海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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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光伏装机下修。近期协鑫宣布投建 60GW 的 210 组件，210 大硅

片目前已经实现了产业链的打通，持续关注大硅片带来的新增产能需

求。晋能计划 2020 年下半年上线第二条异质结生产线，异质结技术

的新进玩家越来越多，将加速其产业化，也将带动新增设备的应用和

成本降低，异质结设备将是设备企业的下一个机遇。光伏行业在 Q3

有望迎来转机。目前全球光伏装机下修的预期已经基本反应，随着疫

情好转，行业将迎来修复。而大硅片和 HJT 新技术将带来新的设备

需求。 

四、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下行； 

2）、行业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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