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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一周表现回顾 

上周(0615-0619)上证综指上涨 2.69%，深证成指上涨 4.25%，中小板

指上涨 4.76%，创业板指上涨 4.50%，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63%，申万

机械行业指数上涨 2.17%，机械行业跑输大盘。 

 行业最新动态 

1. 欧洲市场开新局 中联重科高端塔机首次出口斯洛文尼亚 

2. 未来 5 年全球光伏趋势：14 个地区装机超过 10GW 中东、欧洲高

速增长 

3. 梅耶博格“变身”电池组件制造商 新工厂预计 2021 上半年投产 

 投资建议 

1) 工程机械：6 月份挖掘机销量预计继续保持高增长，从塔吊租赁公

司新接订单来看，下游需求旺盛。建议持续关注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和

塔吊租赁企业。 

2)检测行业：从检测行业的需求来看，随着国家对环境、安全、健康

等要求的提高，检测行业的需求逐渐增加，一些特殊行业的新兴需求

也在增加。从供给端来看，目前整个检测行业的集中度依然较低，随

着行业内部头部公司实验室的扩产和人员的增加，行业的集中度将提

升。从人员效率来看，人均创收将持续提升。疫情导致 Q1 检测订单

和人员服务的延迟，但是 Q2 预计行业将回补。建议关注检测服务行

业的龙头企业。 

3）光伏设备：从下游需求来看，HJT 不断有新进厂家进入，增加下游

需求的容量，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梅耶博格转型电池组件制造商，将

提升国内设备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建议关注光伏设备龙头企业。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行业政策变化。 

 

[Table_ForcastEval] 
 数据预测与估值： 

重点关注股票业绩预测和市盈率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股价 
EPS PE（倍） 

PBR 
投资

评级 19A 20E 21E 19A 20E 21E 

三一重工 600031 18.43 1.33  1.58  1.85  13.9  11.7  10.0  3.3   增持 

建设机械 600984 22.71  0.53  0.79  1.18  42.6  28.8  19.3  4.2    增持 

捷佳伟创 300724 87.72  1.19  1.77  2.33  73.8  49.6  37.7  10.8  增持 

广电计量 002967 26.47  0.32  0.43  0.62  82.7  61.1  43.0  10.2  增持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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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周板块行情回顾 

1.1 指数表现与板块估值 

上周(0615-0619)上证综指上涨 2.69%，深证成指上涨 4.25%，

中小板指上涨 4.76%，创业板指上涨 4.50%，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63%，申万机械行业指数上涨 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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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9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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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股表现 

板块个股涨多跌少。 

 



uZxXfUlVvZmMqM7N8Q8OsQoOmOpPiNpPpRiNpNrN8OoPvMMYrRtMMYtP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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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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市场开新局 中联重科高端塔机首次出口斯洛文尼亚 

近年来，欧洲塔机市场正在快速增长。中联重科为进一步深入欧洲

高端塔机市场，2019 年建立了中联重科 CIFA 欧洲平台以开展欧盟

地区的塔机业务。经过不懈的努力，中联重科与斯洛文尼亚当地最

大的塔机租赁商达成合作，塔机产品正式进入当地市场。 

据介绍，双方通过一年时间的接触，客户对中联重科逐步信任，在

全面深入地了解了中联重科塔机产品后，最终选择了中联重科。 

此次项目中使用的 T7020-12H 塔机是中联重科明星产品，采用了德

国 JOST 平头技术，全变频三大机构，运行平稳，冲击小，是一款

具有高可靠性，高度智能化的中小平头塔机。产品最大吊重 12 吨，

臂尖吊重可达 2 吨，完全满足住宅建筑施工吊装钢筋和预制块的需

求。 

2. 未来 5 年全球光伏趋势：14 个地区装机超过 10GW 中东、欧洲

高速增长 

前，欧洲太阳能光伏协会 SolarPower Europe（以下简称“SPE”）在

其最新报告《2020-2024 年全球太阳能市场展望》（GMO）中预测，

2020 年光伏需求将较 2019 年（116.9GW）下滑至 112 GW，同比下

降 4％。报告称相比疫情前预测的 2020 年 144GW 光伏需求减少了

32GW，同比降幅达到 22％。 

根据 SPE 2020 年中等情景预期，从各大区域市场看，预计亚太地

区的需求将增长 4％，达到 70.1 GW，而美洲的需求将增长 5％，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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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1.1 GW。由于欧洲许多国家都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预计 27

个欧盟成员国中，有 11 个国家的光伏装机将低于 2019 年同期水平。

而中东和非洲虽没有像欧洲一样受到严重影响，预计今年非洲大陆

的需求将大幅下降。 

3. 梅耶博格“变身”电池组件制造商 新工厂预计 2021 上半年投产

Meyer Burger 未来将利用其 Heterojunction/SmartWire 专利技术致力

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商。新工厂预计将于 2021

年上半年正式投产，并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扩大产能。Meyer Burger

计划到2022年将电池和组件产能分别提高到1.4GW和0.8GW。2020

年 5 月，Fraunhofer ISE 还确认使用 Meyer Burger 最新技术制造的

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25.4％。 

2020 年 6 月 19 日，瑞士光伏设备制造商 Meyer Burger （梅耶博格，

瑞士交易所代码：MBTN）正式发布公告称，在增资的框架内，公

司预计将筹集 1.65 亿瑞士法郎，通过建立大规模电池和组件生产基

地的方式，从生产设备的供应商转变为技术领先的太阳能电池和组

件制造商。 

Meyer Burger 称，凭借其专利异质结/ SmartWire 技术（SWCT®）

的技术和成本领先优势，将通过转变其业务模式的方式，扩展其价

值链以实现可持续的利润。 

三、投资建议 

1) 工程机械：6 月份挖掘机销量预计继续保持高增长，从塔吊租赁

公司新接订单来看，下游需求旺盛。建议持续关注工程机械龙头企

业和塔吊租赁企业。 

2)检测行业：从检测行业的需求来看，随着国家对环境、安全、健

康等要求的提高，检测行业的需求逐渐增加，一些特殊行业的新兴

需求也在增加。从供给端来看，目前整个检测行业的集中度依然较

低，随着行业内部头部公司实验室的扩产和人员的增加，行业的集

中度将提升。从人员效率来看，人均创收将持续提升。疫情导致

Q1 检测订单和人员服务的延迟，但是 Q2 预计行业将回补。建议关

注检测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 

3）光伏设备：从下游需求来看，HJT 不断有新进厂家进入，增加

下游需求的容量，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梅耶博格转型电池组件制造

商，将提升国内设备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建议关注光伏设备龙头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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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下行； 

2）、行业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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