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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美国大选和全球市场一周观察（2020.8.31-2020.9.4）：拜登发力

摇摆州，特朗普支持率追赶势头受阻 

下周需要关注特朗普与拜登的竞选行程和发言，美国疫情和股市情况，美国

参议院对 5000 亿美元刺激方案的投票结果以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数据。 

【量化】大类资产周度观点：市场震荡回调，风格大概率将切换至周期板块 

国内债券调整仍将继续，短期国内权益市场仍是波动中有上行动力，我们认

为市场风格将出现切换，短期科技、大消费板块配置价值或将减弱，但中长

期持续看好上述板块表现，短期低估值的制造、地产金融周期板块会更具机

会，长期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并持续建议关注黄金、白银的中长期机

会。 

【医药生物】华兰生物（002007.SZ）2020 年半年报点评：上半年业绩符

合预期，下半年流感疫苗有望持续放量 

公司 2020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7 亿元，同比下滑 1.15%，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5.12 亿元，同比增长 0.94%。公司业绩整体符合预期。2020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费用率保持稳定，经营情况平稳。研发投入持续，血制品、

疫苗、单抗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我们预计 20-22 年 EPS 为 0.87/1.06/1.25

元，维持“买入”评级。 

【家用电器】美的集团（000333.SZ）2020 年半年报点评：多品类市占提

升，多元化显现韧性 

行业经营活动逐步恢复正常，龙头有望率先受益。随着空调行业老库存逐步

出清、迈向新能效时代，同时工业机器人领域疫情影响渐退，美的相应业务

板块有望在下半年实现业绩改善。 

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20-22 年 EPS 分别为 3.72、4.09、4.63 元，对应

2020-22 年 PE 分别为 18.5X、16.8X、14.9X，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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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主要指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上证指数 3355.37 -0.87 

深证成指 13656.66 -0.84 

沪深 300 4770.22 -0.97 

上证 180 9829.09 -0.98 

中小板指 9084.62 -0.82 

创业板指 2732.15 -0.54 

 
资料来源：贝格数据 

主要海外市场指数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道琼斯 28133.31 -0.56 

标普 500 3426.96 -0.81 

纳斯达克 11313.10 -1.27 

 
资料来源：贝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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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报告 

【宏观】美国大选和全球市场一周观察（2020.8.31-2020.9.4）：拜登发力

摇摆州，特朗普支持率追赶势头受阻 

本周大选方面主要事件：拜登方面，他承诺若赢得大选，将动用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数

十亿美元为学校提供口罩、洗手液等物资，以帮助学校重启。拜登于 9 月 3 日访问威斯康星州

基诺沙，会见了之前遭白人警察开枪击伤的非裔布莱克的家属。特朗普方面，他在北卡罗来纳

州鼓励选民重复投票。特朗普团队于 9 月 4 日发布关于 8 月非农就业数据的竞选声明。特朗

普与拜登利用劳工部发布的就业数据佐证自己、攻击对方。此外，特朗普关于一战军人的争议

发言或令其流失部分军人选票。 

中美关系方面：白宫于 9 月 4 日要求政府机构提交所有与中国相关的支出细节，我们认为主

要目的还是为了打压中国在一些关键行业的科技实力。中国确认有权审批技术境外转移交易，

Tiktok 未来去向再添不确定性。在工作签证、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美国亦对中国持续施加

压力。但美股这一次的大跌，让全球的投资者（包括特朗普）再次看到了美股自身所具有的高

波动率特征。如果大选前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继续大幅升级，势必增加美股大跌的风险。从这

一点来看，这次的大跌可能会让特朗普在大选前的中美关系上有所收敛。也就是说，虽然大选

前中美关系很难大幅好转，但是至少美股的波动会让特朗普有所收敛。 

总统候选人支持率：受到争议发言的影响，特朗普的支持率追赶势头受阻。全国层面，特朗普

的支持率继续落后。截至 9 月 4 日，特朗普支持率 42.6%，较一周前降低了 0.1%；拜登支

持率 49.6%，与一周前持平。在 6 个重要的摇摆州，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为 45.2%，拜登与

特朗普支持率的差距与上周五持平，显示特朗普的追赶势头受到挑战。目前特朗普在 PreditctIt

的胜率为 45%，较上周五回落 2 个百分点，拜登胜率 59%，上升 3 个百分点。 

本周，美国股市大幅下跌，纳斯达克指数单周跌幅为三月以来最大。创业板、深证成指和上证

指数分别下跌 0.9%、1.4%和 1.4%。汽车、化工涨幅居前，农林牧渔回调。美股方面，多数

行业下跌，仅原材料和公用事业上涨。总体来看，前期过快的上涨以及市场情绪剧烈波动导致

本周美股大跌，股市大跌刺激避险需求，美债表现强于股市，美国就业数据提振美元，黄金价

格承压。我们维持对标普 500 指数年内达到 3600 点的预测。对于 A 股来说，虽然美股的大

跌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我们认为不断改善的经济基本面以及充足的政策空间使得短期内的下

行空间有限。高位震荡的大格局不变。 

下周需要关注特朗普与拜登的竞选行程和发言，美国疫情和股市情况，美国参议院对 5000 亿

美元刺激方案的投票结果以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数据。 

风险提示：中美关系恶化，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联系人： 

雒雅梅(18621188181)luoyamei@research.xbmail.com.cn; 

陶泠(15000831636)taoling@research.xbmail.com.cn; 

张育浩(18548912118)zhangyuhao@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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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量化点评 

【量化】大类资产周度观点：市场震荡回调，风格大概率将切换至周期板块 

上周国内权益市场震荡回调，板块行情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大消费板块的视频饮料、医药消费

出现较大幅度回调，周期板块中如制造业、地产金融跌幅较小，并且估值较为便宜，目前市场

对市场风格是否将会从消费科技切换至周期存在分歧，我们则认为从估值得角度来看，市场风

格将发生切换，短期的下跌并不是坏事，估值调整会是的市场得到更健康的长期慢牛趋势，当

前制造业地产金融等周期板块会具有更好的配置机会。上周（2020-08-28 至 2020-09-04）

全球权益市场整体出现回调，国内大消费板块领跌，恒生指数出现回落。海外方面近期标普

500 大幅回落，科技板块领跌；防守板块黄金有较小幅回落，我们认为黄金仍维持长期向上的

趋势，债券资产震荡走势，企业债以及国债均有所回落；原油走势持续震荡，较大幅度下行，

近期波动率指数出现大幅上升。 

市场情绪观察：情绪面指标来看，外围形势不确定性风险仍然存在，我们认为 A 股市场指数

短期持续波动，继续维持震荡并进行风格调整，中期市场仍将继续保持上行趋势。上周 A 股

市场综合情绪因子上周环比下降，出现相对高位有所减少，具体来看新增开户数出现近一年、

近三年数值持续出现新高，成交量以及融资余额保持近一年以及三年以来高位，A 股波动率出

现下降，近期估值也迅速抬升，而黄金持仓量持续低位。 

配置标的市场观察：综合来看，股票型 ETF 持续出现小幅净流入，从资金面的角度，投资者

在持续升温，对未来权益资产乐观情绪将持续保持。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20200904）

合计共 327 只 ETF 基金，总份额本期增加 2767 百万份，其中股票型 ETF 上周份额增加 53

百万份，货币型 ETF 份额增加 2232 百万份，市场走势有所下调。 

投资建议：国内债券调整仍将继续，短期国内权益市场仍是波动中有上行动力，我们认为市场

风格将出现切换，短期科技、大消费板块配置价值或将减弱，但中长期持续看好上述板块表现，

短期低估值的制造、地产金融周期板块会更具机会，长期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并持续建

议关注黄金、白银的中长期机会。 

 

风险提示：结果均基于模型和历史数据，市场环境变化时模型存在失效风险 

联系人： 

王红兵(13924613850)wanghongbing@research.xbmail.com.cn; 

付怡(13163240483)fuyi@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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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点评 

【医药生物】华兰生物（002007.SZ）2020 年半年报点评：上半年业绩符

合预期，下半年流感疫苗有望持续放量 

事件：公司 2020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7 亿元，同比下滑 1.1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5.12 亿元，同比增长 0.94%。其中 Q2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9 亿元，同比增长 0.3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64 亿元，同比增长 6.86%。公司业绩整体符合预期。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费用率保持稳定，经营情况平稳。其中销售费用率为 6.17%，同比下

降 1.00pct，管理费用率（包括研发费用）为 13.63%，同比提升 1.78pct，财务费用率为

-0.34%，同比下降 0.18pct。毛利率为 59.74%，同比提升 0.49pct，净利率为 36.44%，

同比提升 0.93% 

研发投入持续，血制品、疫苗、单抗研发工作稳步推进。2020H1 公司研发支出为 0.80 亿元，

同比增长 16.67%。公司相关研发工作持续推进，公司研发的采用层析纯化工艺和纳米膜过滤

+低 pH 孵放双重去除病毒工艺技术研制的三种规格的新一代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取得《临床试

验通知书》；疫苗公司的破伤风疫苗接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的生产

现场核查，狂犬病疫苗等疫苗处在药品注册过程中；基因公司已有 7 个单抗品种取得临床试验

批件，其中阿达木单抗、曲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贝伐单抗目前均已进入 III 期临床研究阶

段，德尼单抗、帕尼单抗和伊匹单抗已经进入 I 期临床研究，正在按计划开始临床试验，为公

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维持“买入”评级。公司是血制品和流感疫苗龙头企业，产品线布局较为丰富。其中血制品业

务稳定增长，四价流感疫苗销售有望快速放量增厚业绩，我们预计 20-22 年 EPS 为

0.87/1.06/1.25 元，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疫情发展不确定性风险；血制品事故的风险；疫苗销售不及预期风险；政策不确定

性风险。 

联系人： 

吴天昊(13262686562)wutianhao@research.xbmail.com.cn; 

陈嘉烨(15700077201)chenjiaye@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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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点评 

【家用电器】美的集团（000333.SZ）2020 年半年报点评：多品类市占提

升，多元化显现韧性 

事件：公司 2020 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归母净利润和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397 亿元、139

亿元和 135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9.5%、8.3%和 7.6%。Q2 单季度营业总收入、归母净利润、

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814 亿元、91 亿元和 86 亿元，分别同比提升 3.2%、0.7%和 2.0%，

业绩符合预期。 

多品类市占提升，多元化显现韧性。根据奥维云网数据，2020 年上半年美的线下家用空调、

冰箱、电饭煲和电压力锅市占率分别较 2019 年提升 4.1pct、0.4pct、2.1pct 和 1.7pct；线

上家用空调、洗衣机、电饭煲和电压力锅市占率分别提升 6.5pct、2.3pct、2.2pct 和 1.3pct；

公司产品优势得以巩固。大、小家电兼有的多元化产品布局，使得美的集团在疫情之下的表现

更具韧性。渠道方面，线上线下兼顾的发展思路收效良好，线上内销占比达 49%；持续的数

字化投入保障了配送服务水平，使得公司在行业渠道变革中占得先机。 

毛利率略有下滑，净利率保持稳定，经营性现金流改善。2020 年上半年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

分别为 25.56%和 10.12%，分别同比下降 3.92pct 和 0.32pct。分业务来看，上半年暖通空

调、消费电器、机器人板块毛利率分别同比下降 7.88pct、上升 0.32pct、下降 3.34pct。从

现金流情况来看，公司经营稳健，虽然上半年经营现金流净额同比下降 15.52%，但 Q2 经营

性现金流改善，同比增长 7.96%。 

行业经营活动逐步恢复正常，龙头有望率先受益。随着空调行业老库存逐步出清、迈向新能效

时代，同时工业机器人领域疫情影响渐退，美的相应业务板块有望在下半年实现业绩改善。 

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20-22 年 EPS 分别为 3.72、4.09、4.63 元，对应 2020-22 年 PE

分别为 18.5X、16.8X、14.9X，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疫情出现反复，原材料价格上涨，行业竞争加剧 

联系人： 

雒雅梅(18621188181)luoyamei@research.xbmail.com.cn; 

王敏君(1881013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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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点评 

【食品饮料】广州酒家（603043.SH）2020 年中报点评：速冻食品高增长，

期待下半年月饼业务放量 

速冻食品高增长，其他业务受疫情影响、中秋延期承压。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实现收入及归母

净利润分别为 9.7 亿元和 1139 万元，同比增长 1.93%/-82.28%，扣非归母净利润 1605 万

元，同比下滑 68.72%。上半年月饼产品 /速冻产品 /其他产品 /餐饮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

0.19/4.27/0.34/1.69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43.93%/64.41%/12.22%/-49.83%。上半年

速冻及其他产品保持较高增速主要受益于疫情带来的居家需求爆发，以及公司产能的进一步增

加；月饼业务的大幅下滑主要受今年中秋节较去年推迟影响；餐饮业务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

上半年实现经营净现金流为-7955 万元，同比大幅下滑 134.12%，主要为疫情影响餐饮业务

现金流，以及今年中秋节延后导致月饼预收款的减少，上半年公司预收账款规模为 0 元（去年

同期为 3.83 亿元）。截止到上半年底，公司在手现金为 8.52 亿元，同比减少 40%，但仍然较

为充裕。 

产能瓶颈持续突破，期待下半年月饼业务放量。上半年公司产能瓶颈持续突破，去年下半年湘

潭生产基地一期已经顺利投入使用，为今年月饼产品的供应提供保障；去年茂名粮丰园 2 条速

冻产线产能的投放为今年上半年速冻食品的放量提供了保障；此外，公司梅州基地一期项目预

期今年年底将有望投产。未来 2-3 年将是公司产能持续扩张的重要窗口期。我们整体对下半

年中秋节月饼销售预期较高，主要系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合并（假期长达 8 天）将成为近年来

最长的假期，叠加目前海外疫情的影响（出境旅游的限制、港澳月饼产能的限制），我们预期

走亲访友将成为今年中秋节更多人的选择之一，或将有望带动今年月饼销量高增长，值得期待。 

投资建议：维持此前盈利预测，我们预计公司 20-22 年 EPS 分别为 1.10/1.47/1.71 元，对

应最新 PE 分别为 39/29/25 倍，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反复；中秋节月饼销售不及预期。 

联系人： 

许光辉(18621636215)xuguanghui@research.xbmail.com.cn; 

李艳丽(17721210967)liyanli@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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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 

2020 年 09 月 07 日 

公司点评 

【交通运输】宁沪高速（600377.SH）半年报点评：通行流量逐步恢复，优

质路产未来可期 

事件：公司公布 2020 年中报，实现营业收入 26.68 亿元，同降 44.82%，归母净利 4.86 亿

元，同降 78.72%，业绩符合市场预期。其中 Q2 营收 17.05 亿元，同降 31.07%，归母净利

5.18 亿元，同降 58.44%，但实现扭亏。 

公路主业基本恢复。受疫情冲击及免通行费政策影响，20H1 通行费收入 17.78 亿元

(YoY-52.97%)。5 月初恢复收费后，车流量继续维持增长。预计下半年疫情影响消散，各路

产通行费收入将逐步回升，盈利有望恢复增长。 

多元业务贡献利润空间。20H1 配套服务收入 61.19 亿元(YoY+0.15%)，毛利率提升 4.4pct

至 14.2%，其中油品、广告和物业方面均实现收入同增；房地产收入 2.40 亿元

(YoY-41.82%)，毛利率提升 3.9pct 至 54.0%，瀚瑞中心的商铺出租完成约 50%的意向谈

判，后续或进一步作为营收端的有效补充。 

Q2 毛利率环比改善。20H1 营业成本同降 4.93%至 18.59 亿元，降幅小于收入端，成本刚性

导致毛利率同比下降 29.24pct 至 30.32%。其中 Q2 毛利率为 34.56%，同降 24.70pct，但

环比提升 11.73pct。具体来看，20H1 除了收费公路业务成本同比增长 0.91%外，其余成本

分项均呈同比下降态势。 

在建路产稳步推进，分红稳健。当前公司拥有四个在建路桥项目，路产优质，预计 2021-24

年将陆续通车。截至上半年末，公司账上现金约 4 亿元，下半年业绩将持续改善，利好现金流，

公司有望维持较高的分红水平。 

投资建议：疫情和免通政策短期使收入承压，但目前公路主业已基本恢复，未来优质路产注入

将带动中长期业绩增长。我们维持原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20 年~2022 年归母净利为

30.8/47.7/50.1 亿元，EPS 分别为 0.61/0.95/0.99 元，对应市盈率分别为 15.4/9.9/9.5 倍，

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1）政策不及预期；2）经济下行；3）疫情扩散；4）利率上升。 

联系人： 

雒雅梅(18621188181)luoyamei@research.xbmail.com.cn; 

吴岑(15921280419)wucen@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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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 

2020 年 09 月 07 日 

公司点评 

【有色金属】赣锋锂业（002460.SZ）2020 年中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

看好海外高增长 

事件：赣锋锂业发布 2020 年中报，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3.87 亿元，同比下降

15.4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6 亿元，同比下降 47.10%；扣非后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4 亿元，同比下降 54.28%。 

Q2 业绩复合预期，产品价格下滑拖累业绩。分季度来看，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 13.08 亿元，同比下降 12.3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9 亿元，同比增长

245.42%；扣非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2 亿元，同比下降 55.78%。根据 SMM

数据，2020 年上半年电池级碳酸锂低价的均价为 4.46 万元/吨，同比下降 40%，产品价格下

跌是公司上半年收入和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海外营收占比持续提升，出口向好。分销售地区来看，公司海外收入占比稳步提升。2020 年

H1 公司海外收入为 8.9 亿元，海外收入占比为 37.42%，2019 年全年海外收入占比 34.35%，

相较于 2019 年提升了 3.07pct。主要受益于欧洲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公司海内外

营收结构调整。 

利润率小幅下滑。2020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19.35%，主要受到锂盐业务影响和上半

年疫情的影响，导致公司盈利能力有所下滑。其中锂盐业务毛利率由 2019 年 27.17%下滑到

2020 年上半年 16.76%。 

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54、86、90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

别为 6.3、11.6、13.6 亿元，对应 PE 分别为 104、57、48 倍，公司未来业绩将有望随着产

能释放和海外需求回暖持续提升，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锂市场需求下滑，汇率波动风险 

联系人： 

王冠桥(15618695972)wangguanqiao@research.xbmail.com.cn; 

李子豪(18810412136)lizihao@research.xbmail.com.cn 



 

晨会纪要 

9|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西部证券 

2020 年 09 月 07 日 

公司点评 

【汽车】中国重汽（000951.SZ）中报点评：降本效应显现，市占率仍在上

升通道 

降本增效持续推进，中报业绩符合预期。公司公布 1H20 收入 226.1 亿元，同比增长 18.5%，

归母净利润 7.3 亿元，同比增长 13.8%，扣非后净利润 6.9 亿元，同比增长 17%，符合预期。

单看2季度，公司实现收入184亿元，同比增长68.2%，归母净利润4.7亿元，同比增长41.3%。

2 季度公司降本增效持续推进，销售、财务费用率为 1.8%、0.1%，同比下滑 0.2pct、0.3pct，

管理费用率攀升至 1.5%，同比增长 0.9pct，主要是计提辞退福利 2.3 亿元导致，中长期看有

助于优化人员结构、提升运营效率。 

 

行业高景气度延续，重汽份额提升。根据第一商用车，8 月重卡行业销量 12.8 万台，同比增

长约 75%，其中重汽集团 8 月销售 2 万辆，同比增长 80%，跑赢行业。2019 年 Q4 以来公

司市场份额稳中有升，主要得益于产品和客户结构调整见效，一方面高端品牌汕德卡产品丰富

度提高、价格下探且销售政策更加积极，另一方面公司增配 MAN 发动机，物流与天然气重卡

销量表现亮眼，并引入潍柴扩大客户覆盖群，我们预计公司下半年销量将继续跑赢行业。 

 

老牌龙头蓄势待发，维持“增持”评级。考虑到环保治超力度加大，多数区域重卡置换补贴在

年底结束，和各地基建项目加码等多重因素影响，我们预计下半年重卡行业将维持高景气度。

公司作为老牌龙头将受益于本轮内部改革和产品结构改善。我们调高 2020-2022 年的净利润

预估至 16.4/21.7/23.0 亿元，反映行业销量超预期，和公司费用管控力度超预期的影响。我

们调高目标价至 48.5 元，基于 2021 年 15 倍 PE，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海外蔓延超预期、国内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基建房地产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新品上

市进度不及预期。 

联系人： 

王冠桥(15618695972)wangguanqiao@research.xbmail.com.cn; 

雷肖依(13801507820)leixiaoyi@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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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 

2020 年 09 月 07 日 

行业月报 

【汽车】皮卡解构与前瞻 8 月：皮卡同增 47.9%，长城增速大幅跑赢 

行业：皮卡同比增长 47.9%，淡季不淡。7 月皮卡终端上险 3.68 万辆，同比增长 47.9%；批

发 3.85 万辆，同比增长 52.7%。批发销量略高于终端上险量，渠道库存小幅增加；分企业：

长城增速大幅领先行业，市占率 51.3%，环比继续提升，同比提升 16.3pct；分车型：长城 3

车型销量继续领跑行业；分省份：河北、四川、山东、云南、广东为皮卡主要消费省份，长城

在多数省市市占率继续保持第一。 

长城：长城继续高增长，炮上险量再创新高。7 月长城皮卡上险 1.89 万辆，同比增长 117%；

批发 2.07 万辆，同比增长 156%；渠道小幅加库 1795 辆；7 月炮上险量再创新高，达到 9204

辆，占长城皮卡总上险量的 49%。 

重点公司投资逻辑，长城汽车（601633.SZ/2333.HK）：1、高盈利皮卡持续高增长，产品单

价和单车利润提升；2、下半年和明年初集中密集投放全新平台车型，带来销量增长和折扣收

窄；3、海外战略加速，俄罗斯、泰国、印度三地布局打开海外市场空间。 

联系人： 

王冠桥(15618695972)wangguanqiao@research.xbmail.com.cn; 

俞佳莹(13041246824)yujiaying@research.xbmail.com.cn 



 

晨会纪要 

11|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西部证券 

2020 年 09 月 07 日 

行业月报 

【工程机械】2020 年 8 月挖掘机跟踪报告：淡季不淡，需求驱动销量持续高

增 

8 月国内销量 15554~16556 台，YOY+34.5%~+43.1%：从西部证券独家合作方提供的经

销商零售数据前瞻来看，8 月样本经销商零售数据端环比下降 4.3%。考虑到 7 月部分经销商

为增加销量采取不同的付款模式造成的数据误差，我们根据 7 月主机厂实际销量对数据进行了

修正，修正后 8 月零售数据环比上升 1.87%。同时我们的草根调研反馈经销商库存基本与 7

月持平，因此我们预计 8 月主机厂的挖掘机销量和零售数据接近，环比变化-4.3%至+1.9%，

同比增长 34.5%-43.1%。 

8 月销量增长主力为长江中下游省份：从西部证券独家合作方提供的零售数据前瞻来看，8 月

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各省份走出洪涝灾害影响，销量均环比上升，山西、山

东、河北等华北地区则由于雨季的到来销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基建资金面继续支撑挖掘机采购需求增长：从专项债情况来看，2020 年 1-8 月累计发行

28,972 亿元，YOY+45.4%；去除棚改和土储项目后，YOY+207.3%。从资金面来看，1-8

月基建相关专项债的同比高增将驱动基建需求持续增长。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工程机械板块投资机会，重点关注三一重工（600031.SH）、中联重科

（000157.SZ）。 

 

风险提示：草根调研样本点与行业整体情况偏离、零售端数据样本因客观因素失真、宏观经济

环境变化 

联系人： 

雒雅梅(18621188181)luoyamei@research.xbmail.com.cn; 

张一鸣(13816956248)zhangyiming@research.xbmail.com.cn; 

张骥(15301922209)zhangji@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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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 

2020 年 09 月 07 日 

行业周报 

【电气设备】电新行业周报 20200831-0904：光伏市场前景良好，电解液

环节盈利有望修复 

光伏市场前景良好，组件集采集中度提高。根据 BNEF 数据，19 年年底太阳能装机容量达

651GW，超过风电装机容量成为全球第四大发电来源。预计到 22 年将建造 140-178GW 的

新太阳能，光伏市场前景良好。随着华能集团公示组件集采中标候选人，五大四小组件集采暂

时告一段落。在中核等 7 家投资企业共计 25.2GW 的组件集采中，隆基、晶澳等前五家企业

中标超 20GW，组件集采集中度进一步提高。随着组件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一线组件企业的

优势正逐渐凸显。推荐隆基股份 (601012.SH)、通威股份 (600438.SH)、爱旭股份

(600732.SH)、福莱特(601865.SH)、中环股份(002129.SZ)、捷佳伟创(300724.SZ)、阳

光电源(300274.SZ)，相关公司有福斯特(603806.SH)、晶盛机电(300316.SZ)、东方日升

(300118.SZ)。 

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新能源汽车市场将持续复苏。根据 CIAPS 消息，受益于电解液出货向

好拉动锂盐需求，近日六氟磷酸锂价格由 6.7-7.2 万元/吨涨至 7.2-7.5 万元每吨，相关企业

盈利有望修复。9 月 1 日，中汽协公布新能源汽车下乡第二批名单，包括 14 家企业共 36 款

车型。新能源汽车下乡有助于电动车普及，开拓广阔的农村市场。此外，更多的车型参与也有

利于新能源汽车市场复苏，并进而带动动力电池行业持续回暖。推荐亿纬锂能(300014.SZ)、

欣旺达 (300207.SZ) 、恩捷股份 (002812.SZ) 、宏发股份 (600885.SH) 、鹏辉能源

(300438.SZ)，相关公司有特锐德(300001.SZ)。 

海上风电在建规模较大，看好海上风电发展。据 WFO 统计，全球上半年海风装机 2.54GW，

来自英国、中国、德国、葡萄牙、比利时和美国 10 座海上风场投产。截止 20 年 6 月底，全

球海风装机总量 29.84GW，总计 157 座海上风场投产，其中 105 座在欧洲，50 座在亚洲。

目前全球有超过 8GW 的在建项目，其中 57%在中国，约 4.6GW，荷兰和英国在建规模排名

第二、第三。我们认为海上风电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领域，多国纷纷制定雄心勃勃的海上风电发

展规划，随着机组大型化降本及深海资源的挖掘，看好海上风电的未来发展。推荐日月股份

(603218.SH)、明阳智能(601615.SH)、天顺风能(002531.SZ)、中材科技(002080.SZ)、

金风科技(002202.SZ)，相关公司有金雷股份(300443.SZ)。 

电踏车销售景气有望持续，看好低压电器、工控、民用电工板块。目前欧洲各国电踏车需求旺

盛，相关补贴政策有望持续带动电踏车消费需求。20 年 8 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3.1，连续

第四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且保持上升态势，制造业景气持续有望带动工控、低压电器、民用电

工板块发展。推荐良信电器(002706.SZ)、八方股份(603489.SH)、公牛集团(603195.SH)、

国电南瑞（600406.SH），相关公司有汇川技术(300124.SZ)。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市场竞争加剧等风险、供应链短缺风险等。 

联系人： 

杨敬梅(18001996455)yangjingmei@research.xbmail.com.cn; 

胡琎心()hujinxin@research.xbmail.com.cn; 

李晓昱(18100675975)lixiaoyu@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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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 

2020 年 09 月 07 日 

行业周报 

【化工】化工行业周报（20200831-20200904）：中国轮胎行业或将迎来

一波大行情 

本周西部化工行业指数为 78.86，环比上周上升 1.54%，同比下降 9.61%。根据我们对轮胎

行业的跟踪，我们认为中国轮胎行业或将迎来重大行情。 

短期逻辑：1）国内基建市场强劲+乘用车复苏；2）海外生产恢复速度落后于海外需求复苏速

度，自 6 月起，中国轮胎出口由利空转向利好。我们在下半年有望继续看到轮胎企业业绩超预

期。 

中期逻辑：1）配套业务撬动，国产轮胎品牌接纳度提升；2）外资轮胎在中国市场逐年退潮，

零售渠道被渗透蚕食。量变引起质变，中国轮胎对于外资轮胎展开配套和渠道的双重打击。对

于中国轮胎低端制造的认识将会改善，配套+零售并举将带来戴维斯双击。 

外资轮胎企业在成本管控和组织生产方面的落后明显，在危机冲击之下更加脆弱，海外边缘化

轮胎企业将大幅度出让份额。这是同属于中国轮胎头部企业的大机会，强烈推荐玲珑轮胎

（601966.SH）、赛轮轮胎（601058.SH）、三角轮胎（601163.SH）。 

抓住这波行情需要摒弃认知上的一些偏见和次要矛盾，比如：原材料波动的影响、汇兑损益的

影响以及美国对东南亚双反的影响等。 

投资建议： 

周期回暖初期，龙头有望凭借成本优势，率先迎来开工率和利润的回暖，重点关注中国化工行

业的标杆企业万华化学（600309.SH）、钛白粉行业龙头龙蟒佰利（002601.SZ）、煤化工龙

头华鲁恒升（600426.SH）、积极布局 C2 的 C3 龙头卫星石化（002648.SZ）、氟化工全产

业龙头巨化股份（600160.SH），农药行业龙头扬农化工（600486.SH）。 

轮胎行业：1）随着疫情发酵海外轮胎企业成本压力加剧，有望看到海外边缘轮胎龙头出现大

幅度亏损，国内企业凭借优异的成本控制能力，竞争优势加强；2）车企盈利下滑压力加剧有

望推进车企降成本，中国轮胎凭借优异性价比有望打入合资车企中高端配套体系。建议关注玲

珑轮胎（601966.SH）、赛轮轮胎（601058.SH）、三角轮胎（601163.SH）。 

建议关注需求前景广阔的细分子行业：无机化学材料龙头国瓷材料（300285.SZ）、显示及催

化材料龙头万润股份（002643.SZ）、碳纤维龙头光威复材（300699.SZ）、生物柴油龙头卓

越新能（688196.SH）、化妆品原料新星科思股份（300865.SZ）。 

风险提示：安全事故影响正常开工；技术路线快速迭代；环保政策变化 

联系人： 

杨晖(13717871708)yanghui@research.xbmail.com.cn; 

杨靖(18676718105)yangjing@research.xbmail.com.cn; 

陈默(13149911952)chenmo@research.xbmail.com.cn 



 

晨会纪要 

14|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西部证券 

2020 年 09 月 07 日 

行业周报 

【机械设备】8 月挖掘机销量维持高增，关注工程机械投资机会 

市场回顾：上周机械指数上涨 0.75%，强于创业板指（-0.93%）、上证指数（-1.42%）和

沪深 300（-1.53%）。上周工业机器人及工控系统(中信)（2.41%）、船舶制造(中信)（1.15%）

等子行业表现居前；铁路交通设备(中信)（-1.52%）、半导体设备(中信)（-1.03%）表现较

差。上周半数标的沪（深）股通持股占比有所提升，其中埃斯顿（0.55%）、浙江鼎力（0.45%）、

三一重工（0.31%）提升较为明显。 

【工程机械】8 月挖掘机销量预计同比增长 34.5%-43.1%，基建与地产需求继续驱动工程机

械销量增长。2020 年 8 月挖掘机经销商零售端销量环比变动-4.3%~+1.9%，结合草根调研

的反馈情况，8 月经销商库存环比变化不大，因此我们预计 8 月主机厂的挖掘机销量和零售数

据接近，环比变化-4.3%至+1.9%，同比增长 34.5%~43.1%，国内销量预计 15,554~16,556

台。从下游需求看，2020 年 1-8 月专项债累计发行 2.90 万亿元，去除棚改、土储后同比增

长 207.3%，将继续在下半年全面支撑各地基建施工的开启；此外，上半年各地区商用土地交

易量的同比增长及商业地产库存持续下滑后的逐步企稳也将预示下半年房地产新开工需求的

提振。基建与房地产施工量的提升将进一步支撑下半年工程机械销量的增长。建议继续重点关

注三一重工（600031.SH）、建设机械（600984.SH）、中联重科（000157.SZ）。 

【军工材料】西部超导中报超预期，继续关注军工材料板块投资机会。受益于新一代战机、运

输机（J-20、Y-20）以及国产航空发动机（涡扇 10 系列）量产，钛合金、高温合金、碳纤

维材料等高端材料需求旺盛。其中，钛合金材料龙头供应商西部超导受益于材料需求高增的驱

动、以及二季度以来原材料海绵钛价格的降低，上半年实现收入增长 42.43%、归母净利润增

长 54.65%。建议继续重点关注西部超导（688122.SH）、宝钛股份（600456.SH）等。 

【工控自动化】亿嘉和中报略低于预期，静待下半年带电作业机器人收入与订单。由于疫情影

响，巡检机器人在居民小区交付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延后，同时新的需求（招标、采购等）

也直至 5、6 月份才开始逐渐恢复。存量订单的延后交付以及一季度新增订单的偏少，导致行

业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低于预期。另一方面，自 5 月份开始巡检机器人、带电作业机器人

的招标采购工作恢复正常，亿嘉和在两个领域获得的订单为下半年的业绩高增长奠定了基础。

重点推荐巡检机器人+带电作业机器人双管齐下的电网机器人龙头企业亿嘉和（603666.SH），

建议关注申昊科技（300853.SZ）、国网智能（A04033.SH）。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不及预期；工程机械销量不及预期；电网机器人投资不及预期；房地产开

工面积不及预期；智能水表渗透率不及预期。 

联系人： 

雒雅梅(18621188181)luoyamei@research.xbmail.com.cn; 

张一鸣(13816956248)zhangyiming@research.xbmail.com.cn; 

张骥(15301922209)zhangji@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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