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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该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比较 行业周报  

 

结构性机会，新经济是方向 
 

 一周市场回顾 

上周机械板块下跌 5.49%，跑赢沪深 300 指数（-5.85%），跑赢创业板指数

（-7.08%）。整体表现十分低迷，一方面贸易摩擦的扩大和深入增加了对经济不

确定性的担忧，另外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指标的压力陡增，基本面在短周期内面

临下行概率较大。 

中游资本品在经历了一轮小周期经济上行带来的繁荣后，未来何去何从？一个重

要的变化可能会指引方向，传统资源品此轮的价格泡沫并没有看到资本开支的显

著扩张，周期品的经营周期减弱，资本品的弹性堪忧，尽管我们始终强调更新需

求的托底力量，但是同比角度看增速必然弱化；上游尚且可以看价格的弹性驱动

企业盈利的增长，那么中游在失去量的弹性之后行业的增速将无可避免的回归。 

基于这样的宏观视角，在产业中观层面我们认为行业的整体景气程度会减弱，因

此我们下调了行业评级至“标配”，股票的表现也将分化，具体的结构上我们认

为科技始终是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寻找高景气的细分科技产业的投资机会是未来

中游产业的一条重要主线，而另外一条主线是自主可控为代表的进口替代。 

因此，我们的选股方向集中在“机械新经济”，结合产业价值链条的微笑曲线来

看，价值量高的产业集中在上游的技术、原材料和下游的整机领域，因此在产业

方向选定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选择卡位好、竞争格局更好的环节和公司。 

至于周期产业，我们认为机会更多在于预期的变化，当前阶段周期产业的核心矛

盾在于估值而不是业绩，压制估值的因素是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较大，改变这一

预期需要借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果基建投资力度、资金层面宽松力度超预期，

那么板块仍将有所表现。 

 行业重点推荐组合 

当前时点，我们重点推荐的机械新经济方向包括激光、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

和自动化产业。重点公司包括：锐科激光、时代新材、精测电子、麦格米特；建

设机械、弘亚数控、浙江鼎力、三一重工、杰克股份、杰瑞股份、台海核电等。 

 行业投资策略：投资新经济—激光、半导体、新能源、自动化等 

激光：激光设备代替传统设备是行业主要驱动力，国内企业向高功率产品突破、

逐步国产化是必然趋势。重点推荐国产光纤激光器龙头锐科激光。 

半导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随着产能逐渐向中国转移，叠加国

家扶持创建的良好政策环境，中国半导体设备产业链公司迎来了绝佳发展机会，

重点推荐北方华创、长川科技、至纯科技。 

自动化：制造升级的根基在于自动化的普及，自动化的基本环节是机器人渗透率

的提升，机器换人在制造环节势不可挡，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进口替代产业化

机会近在咫尺。重点推荐埃斯顿、双环传动等。 

新能源：电动化的趋势长期依然值得期待，板块沉寂一年之后，CATL 的重新大

规模招标、LG 国内建厂等事件性的催化也接连出现，锂电板块的行情在下半年

有望迎来好转，重点关注设备龙头先导智能。 

其他发生积极变化的产业：油服产业：看长需求端复苏带来油价中枢上移，重点

推荐杰瑞股份等。核电产业：大国重器，AP1000 获准装料，三代机组有望重启。 

优秀的好公司：细分隐形冠军，依靠扎实的产品、完善的管理、接触的企业精神

不断突破，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市场由国内到海外，推荐浙江鼎力、杰克股份。 

 
  
相关研究报告： 
《国信证券机械行业 2018 年中报业绩前瞻暨
8 月投资策略：业绩复苏延续；关注新经济》
——2018-08-02 
《国信证券机械行业 2018 年中期投资策略：
投资机械新经济，布局价值成长股》——
2018-06-29 
《国信证券机械行业 6 月策略暨资产负债专题
研究：资产负债表持续修复，关注绩优成长股》
——2018-06-14 
《机械行业月度策略：机械行业 2017 年报、
2018 一季报点评暨 5 月投资策略：利润率弹性
是全年看点，重点投资机械新经济》——
2018-05-04 
《机械行业季度策略：2018Q2 暨 4 月策略：
投资机械新经济》——201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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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核心观点一览： 

投资新经济之新能源产业、半导体产业、工业机器人 

激光产业：激光设备代替传统设备是行业主要驱动力，光纤激光器在工业激光

器占主导地位，占比快速提升（13 年→17 年：34%→47%），2017 年行业空间

超过 20 亿美元，近 4 年 CAGR+25%；国产设备商快速崛起，全球龙头 IPG/

国内龙头锐科市占率 60%/7%，国内企业向高功率产品突破、逐步国产化是必

然趋势。重点推荐具备核心技术实力的国产光纤激光器龙头锐科激光。 

锐科激光是国内光纤激光器的龙头公司，研制出国内第一个 25w 到 10kw 的连

续光纤激光器；自主研发掌握泵浦源、光纤耦合器等核心器件技术并规模化生

产，成本有效降低，毛利率/净利率显著提升（14年→17年：18%/6%→7%/29%）；

技术及原材料的突破、需求的快速释放带来公司业绩的爆发式增长：2014-17

年营收/净利润 CAGR+60%/174%，对标 IPG，具备 10 倍成长空间。 

核电产业：大国重器，AP1000 并网发电，三代机组有望重启 

北极星电力网 6 月 30 号消息，世界首台 EPR 机组台山核电 1 号并网发电：台

山核电厂 1 号机组 6 月 6 日首次临界，6 月 29 号超预期提前顺利并网发电；世

界首台 AP1000 机组三门核电 1 号并网发电：三门 1 号机组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实现首次临界，6 月 30 号超预期提前顺利并网发电。 

双首堆顺利并网，为后续核电项目审批开工奠定良好基础。三门 1 号和台山 1

号的成功并网发电一方面证明了AP1000和EPR三代核电技术的可行性和成熟

性，消除了部分舆论对于三代核电技术存在的疑虑；另一方面 AP1000 试运行

168 小时之后后续 AP1000 新机组将具备可获审批的必要条件，核电有望加速

重启。 

此次重启预期与以往不一样：万事具备，只等获批东风。从技术上讲，AP1000

和 EPR 顺利并网发电验证其技术成熟，华龙一号是充分利用现有设计技术和装

备制造体系、渐进式改进形成的三代核电技术，技术也已成熟，均已具备批量

化建设条件；从政策上讲，我国对于核电的态度今年更为积极，核电发展方针

从 17 年的“安全发展核电”调整为 18 年的“稳妥推进核电发展”，AP1000 并

网试运行 168 小时后 AP1000 新机组具备获批必要条件，华龙一号 17 年融合

完成已具备获批条件；从舆论环境上讲，三门 1 号在去年热试完成后间隔近十

个月终于开始装料，说明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已得到充分认可，舆论负面因素已

基本全面排清；从宏观电力需求来讲，18 年以来中国发电量稳步增长，1-5 月

发电量累计同比增长 8.5%，需求端不断复苏；从能源结构上讲，核电低碳、清

洁优势显著，但核电发电量绝对值、占比较低（17年仅占全国发电量的3.94%），

我国碳排放减排和环保需求愈加强烈，发展核电是改善能源结构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核电政策回暖、核电项目捷报频传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国内核电重启

有望加速，核电年内重启预期进一步加强。我们预计下一批有望获得审批的核

电机组共 18 台，均已基本具备条件，可满足近两年核电开工建设需求。这些核

电机组分别为宁德 5、6 号、惠州 1、2 号、昌江 3、4 号、漳州 1、2 号等 8 台

采用华龙一号技术的机组，石岛湾 1、2 号等 2 台采用 CAP1400 技术的机组以

及三门 3、4 号、海阳 3、4 号、陆丰 1、2 号、徐大堡 1、2 号等 8 台采用 AP1000

技术的核电机组。重点推荐台海核电、应流股份、江苏神通等。 

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进口替代的产业化机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根据 IFR 数据统计，2016 年全球工业机器

人销售额达到 1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中国工业机器人销售额 2016 年约

5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根据 IFR 测算，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额 2016-2020

年年复合增速超 11%，预计 2020 年有望达到 199 亿美元。中国工业机器人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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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 2016-2020年平均年复合增速约 15%，预计 2020年有望达到 58.9亿美元。 

外资品牌占据主导地位：国外企业以全球机器人“四大家族”（ABB、库卡、发

那科、安川）为代表，在中国市场份额合计超 60%，六轴以上多关节机器人份

额超 90%，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在下游应用领域中，作业难度大、国际应用最

广泛的焊接领域，国外机器人占 84%；高端应用集中的汽车行业，国外公司占

90%份额。同时，受益于机器人成本下降，外资巨头开始下调产品价格，以进

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工业机器人主要由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

控制系统与本体四大部分构成，减速器用于提高和确保机器人的工作精度；伺

服电机主要用于反馈和修正位置、速度等参数；控制系统是按照输入的程序对

驱动系统和执行机构发出指令信号，并进行控制。国产机器人公司，在控制系

统及减速器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技术的差距使得价值量的分布不均和，减速

器利润率最高。 

重点关注自主可控+进口替代的产业化机会，推荐关注埃斯顿、双环传动等。 

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产业，动力电池作为核心环节

国产动力电池厂商已经具备全球竞争的能力，一线动力电池厂商持续扩产，拉

动锂电设备进入景气周期；锂电池行业结构性过剩，优胜劣汰，行业集中度提

升。看好绑定一线动力电池厂的锂电设备龙头公司。 

半导体产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随着产能逐渐向中国转移，

上游半导体设备迎来进口替代机遇，叠加国家扶持创建的良好政策环境，中国

半导体设备产业链的公司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机会，未来本土半导体设备厂商的

替代空间巨大。 

周期机械：本轮复苏周期为更新周期，18 年看点是利润率弹性 

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调整，粗放式的产能投放时代已经结束，传统设备产

业的逻辑由增量需求转为存量更新需求，更新需求的特征是持续性较好、弹性

有限。更新周期这是本轮周期机械的核心逻辑。 

从 2017 年底我们就强调，2018 年的看点是利润率的弹性，核心原因是资产负

债表需要时间来出清，基于信用销售的商业模式，工程机械企业的在产负债表

需要出清，典型的指标为应收账款的下降，坏账计提拨备率的提升，因此需求

复苏第一年企业业绩跟不上收入增速合情合理。展望 2018 年，在资产负债表

出清之后，利润率的弹性将得到释放，在需求增速钝化的背景之下（基于更新

需求的逻辑），利润率的弹性将成为主导股价的核心力量，这一点可能并不适用

周期品的量价趋势逻辑，这也是 2018 年及以后的工程机械股票行情有别于

2017 年的特征。 

价值成长股：细分龙头份额扩张带来的阿尔法 

细分市场较为稳定行业的隐形冠军是中国制造的代表性企业，这类企业的特征

是民营企业、激励充分、管理优秀、经营效率高，这类公司的成长路径是产品

从低端到高端、市场由国内到海外，典型指标是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张。推荐浙

江鼎力、杰克股份、弘亚数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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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回顾： 

各指数涨跌幅： 

2018-08-03 指数名称 本周行情 2018 年以来 

CI005010 机械(中信) -5.49% -25.74% 

399006 创业板指 -7.08% -15.46% 

000001 上证综指 -4.63% -17.14% 

000300 沪深 300 -5.85% -17.7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机械行业涨幅前十个股： 

2018-08-03 证券简称 本周行情 2018 年以来 

002006.SZ 精功科技 30.18% 1.86% 

002611.SZ 东方精工 16.04% -31.86% 

300011.SZ 鼎汉技术 15.40% -23.80% 

600495.SH 晋西车轴 12.98% -28.93% 

603726.SH 朗迪集团 7.79% 0.40% 

002629.SZ 仁智股份 7.43% -24.44% 

603012.SH 创力集团 6.10% -8.56% 

300154.SZ 瑞凌股份 5.22% -15.66% 

300260.SZ 新莱应材 4.14% 43.08% 

300280.SZ 紫天科技 3.31% -9.2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机械行业跌幅前十个股： 

2018-08-03 证券简称 本周行情 2018 年以来 

300358.SZ 楚天科技 -28.31% -11.01% 

300308.SZ 中际旭创 -25.08% -23.11% 

002184.SZ 海得控制 -22.26% -21.25% 

300281.SZ 金明精机 -21.28% -43.77% 

002795.SZ 永和智控 -20.84% 3.16% 

300116.SZ 坚瑞沃能 -18.22% -71.13% 

603085.SH 天成自控 -17.97% -49.45% 

002890.SZ 弘宇股份 -16.93% -34.76% 

300278.SZ 华昌达 -16.54% -56.66% 

002896.SZ 中大力德 -16.48% -14.79%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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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要公告： 

【杰瑞股份】（002353.sz）：  

2018 半年度业绩快报 

8月 04日公告， 公司 1-6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17.22亿元，同比去年增长 32.48%，

净利润为 1.85 亿元，同比去年增长 510.09%，基本 EPS0.19，加权 ROE 为

2.33%。 

公司是一家油田服务企业，主营油田专用设备制造，油田、矿山设备维修改造

及配件销售和海上油田钻采平台工程作业服务。半年报显示，公司业绩增长主

要原因主要是三方面，一是油田服务市场开始回暖，对于钻完井设备、油田技

术服务的需求增加，同时公司加大销售力度，传统产品线销售额大幅增长，毛

利率回升；二是公司变更了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报告期内资产

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三是报告期内美元升值，外币货币性项目产生

的汇兑净损失同比减少。 

【拓斯达】（300607）：  

收购子公司完成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8 月 2 日公告，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6 日现金收购参股公司东莞市野田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中，同意以 12,000 万元的对价收购东莞市野田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野田智能”）80%的股权。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前述转让方

收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十个工作日内，扣除 20%税金后将全部用于投资设

立资产管理计划，该资产管理计划仅用于购买拓斯达已发行的 A 股股票（证券

代码：300607）。对方已完成使用股权转让款购买拓斯达股票的义务。 

【弘亚数控】（002833）：  

董事会通过向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决议 

8 月 3 日公告，公司董事会通过控股子公司成都弘林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弘林”）向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成都弘林为进一步提升其加工中心

和多排钻等数控家具机械产品的生产规模，通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

发区支行向本公司申请委托贷款人民币 2,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二年，借款利

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成都弘林需在借款期限内付清借款本金及利息。 

【璞泰来】（603659）：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8 月 2 日公告，梁丰先生将其持有的 1,050 万股公司限售股股票质押给华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进行融资，占公司总股本的

2.43%。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梁丰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30,914,0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5%；本次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操作后，梁丰先生个人

累计质押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13,72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 

【先导智能】（300450.SZ）：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并拟继续减持股份的公告 

8 月 2 日公告，持有公司股份 11,502,40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0%）的首

次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祺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自

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019 年 2 月 19 日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集中竞价

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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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云股份】（300097）：  

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8 月 3 日公告，公司已实施完毕转让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事项。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部

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天臣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臣新能源”）

8%的股权（未缴出资部分）以 0 元价格转让给天臣新能源原股东天臣新能源（深

圳）有限公司，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天臣新能源 2%的股权。 

【正业科技】（300410）：  

2018 半年度业绩快报 

8 月 1 日公告，公司 1-6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69,639.1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8.07%；营业利润 13,465.1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9.0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478.3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0.47%。公司高端装备及

自动化产线实现营业收入 56,590.99 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81.26%，同比增长

27.87%；液晶模组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0,131.38 万元，同比增长 62.79%，实

现净利润 6,508.34 万元，同比增长 198.87%；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及配件实现收

入 6,995.17 万元，同比增长 22.21%，实现净利润 2,487.79 万元，同比增长

1.34%；PCB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3,933.42 万元，同比增长 11.56%；锂电设备

及配件业务实现收入 8,818.04 万元，同比增长 16.46%。 

【黄河旋风】（600172）：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8 月 1 日公告，股东陈俊因流动资金不足，无法履行于 2018 年 2 月 2 日作出的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8.0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增持金额 2,003,478.78

元的承诺，截至本公告日陈俊持有公司股份 79,864,4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1%，其中限售股 72,150,155 股。 

【台海核电】（002366）：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7 月 31 日公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法国玛努

尔工业集团（含在购企业）100%股权。因法国玛努尔工业集团及其子公司所在

国相关审批工作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推进，各方友好协商，共同决定终止筹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http://180.96.8.44/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38526771&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7.1.1.61660
http://180.96.8.44/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38526771&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7.1.1.6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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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市新股： 

本周暂无上市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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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业动态： 

宏观新闻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最强的地区已经变为中部 

中证网 8 月 4 日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区域板块的增长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中部，平均增速为 7.91%，高于西部的 7.23%，东部位居第

三，平均增速为 6.69%，最慢的是东北，平均增速为 4.53%。主要原因是，全

国而言，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服务业。中部经济实现了工业和服务业双轮

驱动。2018 年上半年，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的服务业增速分

别为 8.1%、8.8%、9.7%、9.1%、10.5%、9.1%，大幅高于全国 7.6%左右的

服务业增速。在第二产业方面，上述六省增速分别为 5.7%、7.4%、6.7%、8.4%、

8.5%、7.7%，除了山西和湖南稍微偏低以外，其余地方增速都远远高于全国，

这与其工业增长快有关。 

工程机械 

上半年机动工业车辆（叉车）累计销量达 30.76 万台，同比增长 26.6% 

工程机械商贸网 8 月 2 日消息，2018 年上半年，机动工业车辆累计销量达到

30.76 万台，同比增长 26.6%;累计出口 7.96 万台，同比增长 35%。其中，内

燃平衡重式叉车销量最多，上半年累计达 17.54 万台，占总销量 57%;其次为电

动步行式仓储叉车，累计销售约 9.66 万台，占总销量 31.4%。出口最多的是电

动步行式仓储叉车，上半年累计出口 4.28 万台，占出口总量 53.8%;其次为内

燃平衡重式叉车，共出口 2.94 万台，约占出口总量 37%。上半年机动工业车辆

出口销量占总销量 25.9%，其中，电动步行式仓储叉车有 44%销往海外，而内

燃平衡重式叉车出口比重仅为 16.8%。 

淡季袭来，7 月重卡迎来 15%下滑 

第一工程机械商贸网 8 月 3 日消息，今年上半年重卡以累计销售 66.98 万辆，

比去年同期增长 15%，而 7 月份的数据显示，我国重卡市场累计销售 7.7 万辆，

环比下降 31%，比去年同期的 9.02 万辆下滑 15%。淡季来临，重卡市场下滑，

可以说是早在预料之中。分析其原因，一是重卡市场往年都在 6 月进入淡季，

今年由于工程车多种因素导致的需求旺盛以及产能的差距，导致旺季延长 1 个

月；而 7 月份，物流车和工程车在内的重卡市场需求都随着高温和雨季的到来，

快速走低，终端的购车需求大幅“降温”，进入了传统淡季；二是牵引车细分市

场由于公路运价的低迷，仍然没有起色，继续抑制新车市场的购置需求；三是

部分重卡企业 6 月份冲量，对 7 月份的渠道经销商和市场带来影响。全年重卡

市场销量突破百万辆大关已无悬念，不会受到重卡市场断崖式的下滑的影响。 

轨交装备 

铁路投资下半年明显提速给轨交行业带来大利好 

中国 e 车网 8 月 4 日消息，今年 1 至 7 月，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750

亿元。这意味着在近两个月里，铁路投资金额猛增近 1800 亿元，预示着铁路

固定投资已经迎来拐点。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一批新项目的开工建设，下半年

铁路建设投资有望再创新高。按照规划，今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安排 7320

亿元，投产新线 4000 公里，其中高铁 3500 公里。然而，今年前 5 个月全国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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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仅为 1993.43 亿元，同比下降 8.5%，然而，6、7

月份的数据猛涨，一扫前期阴霾。 

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 

上半年福建进口工业机器人同比猛增 32.4 倍 

OFweek 机器人网 8 月 1 日消息，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省进口

工业机器人 1735 台，同比猛增 32.4 倍。其中其他工业机器人 1658 台，增加

235.9 倍，占同期福建省工业机器人进口总量的 95.6%。同期进口多功能机器

人 45 台，增加 2.2 倍；搬运机器人 22 台，增加 10%；喷涂机器人 6 台，减少

25%。 

内江将打造西南地区工业机器人研发和制造中心 

OFweek 机器人网 8 月 2 日消息，内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与中建材凯盛

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举行工业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根据协议，

中建材凯盛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将在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三新”产业园标准

厂房内，建设中建材西南先进工业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项目，项目科技含量高，

发展前景广阔，短期内将建成投产。 

3C 装备 

TCL 集团投资 891 亿元，加码半导体显示产业 

Ofweek 显示网 8 月 3 日消息，TCL 集团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891．83 亿元，在

深圳市光明新区投资建设两条产能分别达到月加工 3370mm×2940mm 玻璃基

板约 9 万张的第 11 代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即 t6、t7 工厂。t6 主要生产和销

售 43＂、65＂、70＂（21：9）、75＂液晶显示屏，超大型公共显示屏和 OLED

显示屏，已完成主体建设，设备搬入进展顺利。t7 计划生产和销售 65＂、70＂ 

（21：9）、75＂的 8K 超高清显示屏及 65＂OLED 和 75＂ OLED 显示屏等，

已于 2018 年 6 月 6 日经 TCL 集团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新能源汽车装备 

2018 年上半年 H1 电池出货量 22.86GWh  

高工锂电网 7 月 31 日消息，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调研显示，2018 上半

年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 23.8%，达 22.86GWh。新能源汽车实现装机

电量 15.54GWh，同比增长 168%。 

先导智能获 5.36 亿订单，创历史之最 

高工锂电网 8 月 1 日消息，先导智能与安徽泰能签订采购锂电池智能生产整线

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 5.36 亿元，占公司 2017 年营收 24.62%。先导将为泰

能提供 2 条锂电池生产线，包括但不限于制浆系统、涂布机、碾压机、分切机、

模切机、卷绕机、叠片机、组装线、化成分容设备、物流线、智能立体仓储、

MES 系统等。 

半导体产业 

上海超硅半导体有限公司一百亿级大硅片项目开工 

全球半导体观察网 7 月 31 日消息，上海超硅半导体有限公司 300 毫米全自动

智能化生产线项目于 30 日在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该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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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约 100 亿元，其中一期项目投资约 60 亿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约 45 亿元，

预计达产后年销售收入约 50 亿元，项目包括 AST 综合研究院、300 毫米全自

动智能化生产线、450 毫米中试生产线、先进装备研发中心、人工晶体研发中

心等。该项目规划建设周期为 1.5 年，2019 年 9 月设备搬入、2019 年 12 月产

品下线，预计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360 万片 300 毫米抛光片和外延片以及 12 万

片 450 毫米抛光片生产能力。 

全球硅晶圆第 2 季出货创新高，季增 2.5% 

全球半导体观察网 7 月 31 日消息，随着需求持续走强，全球硅晶圆出货面积持

续攀高，第 2 季总出货面积达 31.6 亿平方英寸，较第 1 季再增加 2.5%，也较

去年同期增加 6.1%。 

能源装备 

今年用电量增速有望超去年 

中国能源 8 月 1 日消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电力供需形势分析报

告预测，预计下半年用电量增速将比上半年有所回落，但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增

速好于年初预期，将超过 2017 年增长水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全

社会用电量 3.2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4%，增速同比提高 3.1 个百分点。

其中，一、二季度分别增长 9.8%和 9.0%，增速连续 8 个季度保持在 5.5%至

10%的增长区间。 

上半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2430.6 万千瓦 

人民网 8 月 2 日消息，据国家能源局在官方网站发布《2018 年上半年光伏建设

运行情况》。2018 年上半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2430.6 万千瓦，与去年同

期增幅基本持平，其中，光伏电站 1206.2 万千瓦，同比减少 30%；分布式光

伏 1224.4 万千瓦，同比增长 72%。 

上半年我国核发电量近 1300 亿度 

中国能源网 8 月 2 日消息，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7 月 26 日发布的《2018 年

1-6 月全国核电运行情况》（以下简称《运行情况》）显示，1-6 月全国累计发电

量为 31945.3亿千瓦时，商运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 1299.94亿千瓦时，比 2017

年同期上升了 12.52%，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4.07%。上半年累计上网电量

为 1219.47 亿千瓦时，比 2017 年同期上升了 12.88%。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数为 3546.59 小时，设备平均利用率为 81.64%。目前我国投入商业运行的核

电机组共 38 台（不含台湾地区），装机容量达到 36933.16MWe（额定装机容

量）。与燃煤发电相比，1-6 月核能发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 4016.80 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10524.02 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硫 34.14 万吨，减少排放氮

氧化物 29.72 万吨。。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12 

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作者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

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

响，特此声明。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

客户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

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

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

但我公司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

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

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我公司或关联

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

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我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

及资料处于最新状态；我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

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

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

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投

资者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

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

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

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

券投资的相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

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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