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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国办：对重点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可设置审批绿色通道，加快提高复工复产

率。 

 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释放 LPR 改革潜力。 

 财政部：地方政府新增债券提前下达额度发行任务完成近七成。 

 工信部：正紧急协调从国外再进一批 ECMO 设备；鼓励国内防护服企业生

产出口防护服。 

 IDC：2020 年 Wi-Fi6 中国市场规模将接近 2 亿美元。 

 广州出资 50 亿参与国家大基金二期，将协调返投广州集成电路核心企业。 

 富时罗素：富时中国 A50 指数将纳入中信建投等。 

 部分受访基金经理表示，已开始增加对军工板块的配置，随着行业内科技

占比大幅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可观。 

【行业及公司要闻】 

 我国将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加快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苹果公司 MiniLED 产品进展或超预期、行业将快速发展 

 研究机构看好 WiFi 6 市场规模、今年有望接近 2 亿美元 

 机构预测 3 月份面板涨价继续、国内龙头厂商受益 

 湖北磷铵企业开工率仅有 20%、国内复合肥价格迎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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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装建设（002822）部分董监高拟合计增持 145 万-300 万股公司股份。 

 昊华能源（601101）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继续增持 1%-2%公司股份。 

 海峡股份（002320）2019 年净利润同比增 4.09%，拟 10 转 5 派 2 元。 

 古鳌科技（300551）拟 2.4 亿收购钱育信息 60%股权。 

 金字火腿（ 002515）网上销售收入大增，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41.16%-72.53%。 

 京能电力（600578）拟回购总额 2 亿-3 亿元公司股份，本次回购价格上限

拟不超过 4 元/股。目前股价为 2.81 元。 

 多伦科技（603528）签订南京南站片区治安、交通、数字监控智能优化提

升工程合同。 

 

    

 

【东北机械刘军/朱宇航】工业自动化行业深度：机器换

人大势所趋，疫情加速自动化行业发展 

东北证券研究所 

在人口红利减弱，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的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产业

趋势向好，本次疫情突发，短期对整个制造业有较大影响，中长期来看，机器换

人的优势会不断凸显，也将推动自动化行业发展。具体来看，1）智能制造、产

业升级和效率提升是产业发展趋势，人口红利减弱，人工成本上升与设备成本下

降形成的“剪刀差”扩大，机器换人大势所趋；2）当前阶段，产业处于底部向

上区间，在经济企稳向好的情况下，下游需求增加，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企业投

资意愿增强，随着汽车行业逐步探底，5G 换机带动 3C景气度持续，看好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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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和发展；3）本次疫情直接影响复工，对人员密集型企业影响更甚，促使更

多企业加快自动化升级改造；4）产业升级不断推进，从汽车和 3C向一般工业领

域拓展空间大，国产品牌有望获得更快发展。 

在行业趋势向好的背景下，宏观及行业数据的积极变化值得重视。宏观层面， 

2020年 2月，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为 35.7%，回看 2019年 11

月-2020 年 1 月 PMI，连续 3 个月重回荣枯线以上，显示宏观景气向上的趋势；

行业层面，以通用设备的典型代表工业机器人数据为例，2019年 10-12月连续 3

个月国内工业机器人单月产量增速转正，从 2019 年单季度来看，日本工业机器

人对中国出口降幅也连续收窄，宏观及行业数据均出现积极的信号，通用工业机

器人领域，建议重点关注行业优质企业埃斯顿、机器人。 

下游细分行业正发生积极变化，国产品牌有望获得更快发展。1）汽车和 3C

行业作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最大下游，2019 年下半年以来，汽车销量逐步探底，

智能手机销量降幅收窄、累计同比呈现上升趋势，同时，汽车制造业投资逐渐筑

底，5G等新技术的变化驱动 3C产业开启新一轮换机周期和设备需求，3C制造业

投资呈现连续上行趋势。3C 自动化领域建议重点关注拓斯达、科瑞技术、赛腾

股份、劲胜智能、精测电子和华中数控，汽车电子装备领域重点关注克来机电、

瀚川智能。2）一般工业作为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下游应用的快速发展领域，从

下游产业和公司的跟踪来看，技术成熟叠加“机器换人”性价比提升，细分行业

应用落地，产品进入成熟放量期，重点关注永创智能、亿嘉和、博实股份。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不及预期 

 

 

 

 上一交易日沪深市场分时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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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走强科技调整 沪指站上 3000 点 

盘面特征： 

    周三，沪深两市股指受美股下跌影响双双低开，随后围绕昨收盘窄幅震荡，

午后市股指探底回升，沪指在证券股带动下重返3000点。截至收盘，沪指涨幅

0.63%，报3011.67点，成交3899亿元；深成指涨幅0.08%，报11493.0点，成交6021

亿元；创业板指跌幅0.18%，报2169.44点，成交2000亿元。盘面上，网红经济、

养殖、房地产、商贸零售、建筑、建材、非银行金融等板块涨幅居前，光刻胶、

云办公、半导体、消费电子、通信、计算机、高价股等板块跌幅居前。 

后市研判：  

后市看，两市今日整体呈现缩量震荡格局，盘面上指数出现分化，个股分化

更加明显，半导体龙头品种兆易创新盘中跌停，带动了一批高位科技股大幅调整，

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股走弱，而煤炭、房地产等周期股以及金融板块走

强维持了市场的赚钱效应。技术上，沪指日 K线图形收小阳线，成交量明显萎缩，

说明资金做多态度开始谨慎，指标上看 KDJ 指标短期收敛金叉，20日线继续拐

头向上发散，沪指在 3000点附近反复震荡消化压力，结构上属于良性的震荡蓄

势，综合来看短期强势震荡的可能较大。总体上，指数短期无碍，风险主要集中

在个股，特别是近期涨幅较大的高位题材股，风险溢出效应比较大，波动也相应

加剧，建议投资者注意此类风险。操作上，建议继续持仓观望。 

南京证券研究所 朱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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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指数涨幅前五名  行业指数涨幅后五名  

行业 
涨跌幅 

(%) 
领涨股票 行业 

涨跌幅 

(%) 
领跌股票 

房地产 3.56 栖霞建设 电子 -2.27 南大光电 

商贸零售 2.96 友阿股份 通信 -0.82 路通视信 

建筑 2.24 腾达建设 计算机 -0.59 真视通 

非银行金融 2.09 南京证券 消费者服务 -0.49 昂立教育 

建材 2.01 秀强股份 
电力设备及

新能源 
-0.28 湘电股份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美国和香港股市  

重要海外指数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道琼斯指数 27090.86 
4.53 

纳斯达克 
9018.09 3.85 

标普 500 3130.12 4.22 

恒生指数 
26222.07 -0.24 

恒生国企指数 10521.78 0.35 

商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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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EX 原油（美元/桶） 
47.20 0.04 

COMEX 黄金(美元/盎司) 1637.7 -0.41 

LME3 月铜(美元/吨) 
5695.0 0.50 

LME3 月铝(美元/吨) 
1723.5 0.09 

LME3 月锌(美元/吨) 
1987.5 0.61 

外汇  

名称 收盘价 涨跌幅(%) 

美元/人民币(询价) 6.9233 -0.37 

欧元/美元 1.1136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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