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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上周行情 

上周，沪深 300 上涨 5.80%，申万机械设备板块上涨 3.97%，跑输大盘 1.84

个百分点，在申万所有一级行业中位于第 11 位，18 个子行业 7 涨 11 跌，其

中表现最好的 5 个子行业分别为工程机械、铁路设备、机械基础件、金属制

品Ⅲ、其它专用机械，分别上涨 12.51%、8.53%、5.92%、3.44%、1.82%。 

估值方面，截止最新收盘日，申万机械设备板块市盈率（TTM，整体法，剔

除负值）为 31.64 倍，相对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92%。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为巨力索具（46.43%）、科达制造（30.10%）、利君

股份（24.09%）、*ST 融捷（21.54%）、宁波东力（18.33%），跌幅居前的为

ST 金刚（-49.64%）、锋龙股份（-18.58%）、川润股份（-17.29%）、冰山冷

热（-16.87%）、富瑞特装（-14.77%）。 

 行业新闻 

1）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于 2022 年底实施。 

2）光伏 HJT 入列重大技术装备。 

 公司新闻 

1）奇精机械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建设机械累计收到庞源租赁股息款共计 14.13 亿元。 

3）威海广泰与特殊客户签订 2.2 亿元特种装备合同。 

4）晶澳科技与亚玛顿签订 21 亿元光伏玻璃采购合作协议。 

 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工程机械方面，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前 11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累计销售 29.6 万台，同比增长 37.4%。在受疫情影响，2

月销量同比减少 50.5%的前提下，挖机销量增速实现连续 9 个月正增长，复

苏态势明显，预计 2020 年挖掘机全年销量将确定性突破 30 万台，同比增长

27.28%以上。我们认为，目前全球主要地区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降幅均呈

现收窄趋势，虽然受全球疫情二次爆发影响，工程机械短期内出口承压，但

未来随着疫苗上市后全球疫情逐步缓解，在海外供应链短缺叠加国内产品性

价比优势明显的背景下，挖机出口将稳步复苏，预计 2021 年挖掘机整体销

量有望实现 10%左右增长。在此预期下，建议重点关注工程机械龙头三一重

工（600031）、建设机械（600984），以及核心零部件生产商恒立液压

（601100）、绿的谐波（68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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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设备方面，国家能源局提出“2021 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新增

1.2 亿千瓦”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新能源行业年度新增装机规划将首次突破

1 亿千瓦。叠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规划，2021 年光伏

新增装机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建议重点关注具有光伏设备整线制造能力的

龙头企业迈为股份（300751）、捷佳伟创（300724）。 

半导体设备方面，在中美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半导体行业成为美国制约中

国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国内半导体行业来说，高端设备、材料的国产化较

为迫切，建议重点关注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北方华创（002371）、国产等离

子刻蚀设备龙头中微公司（688012）。 

风险提示：疫情全球蔓延风险；宏观经济增速低于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

险；全球贸易摩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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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周行业走势回顾 

上周，沪深 300 上涨 5.80%，申万机械设备板块上涨 3.97%，跑输大盘 1.84 个

百分点，在申万所有一级行业中位于第 11位，18个子行业 7涨 11跌，其中表现

最好的 5 个子行业分别为工程机械、铁路设备、机械基础件、金属制品Ⅲ、其它

专用机械，分别上涨 12.51%、8.53%、5.92%、3.44%、1.82%。 

图 1：机械设备各子板块本周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估值方面，截止最新收盘日，申万机械设备板块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

值）为 31.64 倍，相对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92%。 

图 2：机械设备行业涨跌幅指数本周排名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机械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6 of 11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为巨力索具（46.43%）、科达制造（30.10%）、利君股

份（24.09%）、*ST 融捷（21.54%）、宁波东力（18.33%），跌幅居前的为

ST 金刚（-49.64%）、锋龙股份（-18.58%）、川润股份（-17.29%）、冰山冷

热（-16.87%）、富瑞特装（-14.77%）。 

图 3：机械设备行业本周涨幅居前的个股  图 4：机械设备行业本周跌幅居前的个股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2.行业重要信息 

1）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于 2022 年底实施。生态环境部于 12 月 28 日

制定了《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标准。本标准规定了第

四阶段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其中非

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将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中国工程机械工

业协会） 

2）光伏 HJT 入列重大技术装备。国家能源局最新披露，决定将“二代异质结太

阳能电池生产装备”等 26 个技术装备正式列为第一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项目。列入之后，项目方可以获得资金、税收、金融、保险等支持政

策，体现了政策对这些技术装备的重视。（证券时报网） 

3.公司重要信息 

1）奇精机械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21 年 1 月 4 日，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工作网发布了《关于宁波市 2020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博思韦精密工业(宁波)有限公司通过了宁波市 2020 年第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为 GR202033100021，发证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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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有效期三年。（格隆汇） 

2）建设机械累计收到庞源租赁股息款共计 14.13 亿元。根据关于庞源租赁利润

分配的股东决定，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庞源租赁累计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4.13 亿元，决定以现金方

式向股东分配股息 7 亿元，可以分次支付。近期，公司陆续收到庞源租赁股息款

项共计 389,741,100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庞源租赁应分配利润已

全部分配完毕。（格隆汇） 

3）威海广泰与特殊客户签订 2.2 亿元特种装备合同。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1 月 4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与特殊客户签订的 5 份《装备订购合

同》，合计金额为 22,380.26 万元，将对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企业公告） 

4）晶澳科技与亚玛顿签订 21 亿元光伏玻璃采购合作协议。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公司拟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向亚玛顿采购光伏镀膜玻璃，

预估采购量不少于 7,960 万平米，预估采购总金额约 21 亿元人民币（含税），

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具体采购数量和价格以签订的采购订单为准。

（企业公告）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工程机械方面，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前 11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挖

掘机制造企业累计销售29.6万台，同比增长 37.4%。在受疫情影响，2月销量同

比减少 50.5%的前提下，挖机销量增速实现连续 9个月正增长，复苏态势明显，

预计 2020 年挖掘机全年销量将确定性突破 30 万台，同比增长 27.28%以上。我

们认为，目前全球主要地区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降幅均呈现收窄趋势，虽然受

全球疫情二次爆发影响，工程机械短期内出口承压，但未来随着疫苗上市后全球

疫情逐步缓解，在海外供应链短缺叠加国内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的背景下，挖机

出口将稳步复苏，预计 2021 年挖掘机整体销量有望实现 10%左右增长。在此预

期下，建议重点关注工程机械龙头三一重工（600031）、建设机械（600984），

以及核心零部件生产商恒立液压（601100）、绿的谐波（688017）。 

光伏设备方面，国家能源局提出“2021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新增1.2亿

千瓦”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新能源行业年度新增装机规划将首次突破 1 亿千



                                      机械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8 of 11 

 

瓦。叠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规划，2021 年光伏新增装机

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建议重点关注具有光伏设备整线制造能力的龙头企业迈为

股份（300751）、捷佳伟创（300724）。 

半导体设备方面，在中美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半导体行业成为美国制约中国发

展的重要手段，对于国内半导体行业来说，高端设备、材料的国产化较为迫切，

建议重点关注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北方华创（002371）、国产等离子刻蚀设备龙

头中微公司（688012）。 

风险提示：疫情全球蔓延风险；宏观经济增速低于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

险；全球贸易摩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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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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