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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行业 

  

 
挖机销量上涨，工程机械行业再创辉煌 

——光大行业机械周观点（20190217） 

 

   行业周报  

      ◆机械行业观点： 

1）轨交板块：轨交装备板块有望实现估值机业绩双重修复。我国重要的

经济中心上海又将迎来的一条新高铁——泸蓉沿江高速铁路，全长 1985

公里，将在 2023 年落成通车。线路开通后将会惠及沿途的 6 亿人口。轨

交装备板块有望实现估值机业绩双重修复。未来伴随着铁总三年货运增量

行动的一步步落实，机车、货车需求量有望进一步增长。建议关注中国中

车、思维列控。2）新能源汽车：斯柯达 152 亿元推进电动车项目，锂硫

电池将实现量产。斯柯达计划投资 2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52 亿元）推

进其电动车项目，并规划在 2019 年内推出两款新能源车型。宁德时代拟

将其设计的电池工厂产能由 14GWh 修改提升至原来的 7 倍多，新增规划

产能至少为 98GWh。英国 OXIS 公司与 CODEMGE 公司合作，将投资

6000 万美元在巴西建厂，将锂硫电池实现产业化。建议关注先导智能、

赢合科技。3）半导体设备：英特尔新建芯片厂，我国首条压敏芯片生产

线成功通线。英特尔公司已经提出申请，将投入 70 亿欧元的资金对其在

爱尔兰的半导体制造园区进行大规模扩张，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对其 14

纳米芯片的需求。坐落在湖南浏阳高新区的压敏传感芯片线生产一线已成

功通线，2019 年 8 月可以大批量生产、销售。建议重点关注北方华创、

长川科技。4）工程机械：挖机销量同比增加，河南信阳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徐工起重机助力新疆大发展，价值超过 1 亿元的徐工起重机完成交付。

这也预示着新疆吊装迎来爆发年。三一装备海外市场拓展成绩显著。2019

年河南省信阳市共谋划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 2455 个，总投资

1.13 万亿元。其中，续建和新开工项目 1709 个，总投资 6389.77 亿元，

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 1744.13 亿元，195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议重

点关注三一重工、恒立液压。 

◆上周行情回顾：机械设备板块指数下跌-2.41% 

上周（2019.02.11-2019.02.17）机械设备行业指数上涨 5.45%，跑赢

沪深 300 指数 2.64个百分点，跑赢中证 500 指数 0.60 个百分点，跑输创

业板指数 1.36 个百分点，整体表现在 28个行业中涨幅排名第 11。按照申

银万国行业分类，上涨行业 27 个，涨幅最大的 5 个子板块分别是电子

（10.97%）、农林牧渔（10.59%）、通信（8.37%）、休闲服务（7.04%）、

计算机（7.02%）；涨幅最小的 4 个子板块分别是非银金融（1.90%）、

房地产（1.91%）、钢铁（2.24%）、采掘（2.53%）；其余 1 个行业下

跌，是银行（-1.02）。 

◆风险分析：1、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不达预期，导致下游企业对中游机械

设备投资不足，使得机械板块订单及业绩增速低于预期。2、重点领域政

策落地低于预期，致使下游行业增速放缓、对中游机械设备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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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上证指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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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行业行情回顾 

1.1、板块行情 

上周（2019.02.11-2019.02.17）机械设备行业指数上涨 5.45%，跑赢沪

深 300 指数 2.64 个百分点，跑赢中证 500 指数 0.60个百分点，跑输创业板

指数 1.36 个百分点，整体表现在 28个行业中涨幅排名第 11。 

按照申银万国行业分类，上涨行业 27 个，涨幅最大的 5 个子板块分别

是电子（10.97%）、农林牧渔（10.59%）、通信（8.37%）、休闲服务（7.04%）、

计算机（7.02%）；涨幅最小的 4 个子板块分别是非银金融（1.90%）、房

地产（1.91%）、钢铁（2.24%）、采掘（2.53%）；其余 1 个行业下跌，

是银行（-1.02）。 

图 1：上周（2019.02.11-2019.02.17）各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 

申万机械设备 18 个子板块中，上涨子板块 18个，涨幅最大的子板块是

内燃机（11.19%）、磨具磨料（9.86%）、印刷包装机械（9.34%）、仪器

仪表Ⅲ（8.30%）、电机Ⅲ（7.55%）；涨幅最小的子板块是环保设备（2.92%）、

工程机械（3.13%）、重型机械（3.61%）、金属制品Ⅲ（4.20%）、纺织

服装设备（5.64%）。 

图 2：上周（2019.02.11-2019.02.17）机械设备各子行业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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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股行情 

最近 5 个交易日的个股方面：表现较好的个股 1）香山股份受业务乐观

预期及整体市场情况影响，股价大幅上涨；2）智云股份受益于行业新发展

机遇，股价大幅上涨；3）宁波东力受益于市场整体环境及产业链相关影响，

股价涨幅较大。表现较差的个股 1）梅轮电梯受前一周过高交易预期而进行

调整，股价下跌较多；2）美亚光电受所属细分行业影响，股价略微下跌；3）

海联金汇受关注程度及交易不活跃影响，股价略微下跌。 

表 1：机械行业周涨跌幅前 10的公司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涨跌幅（%）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涨跌幅（%） 

002870.SZ 香山股份 49.14  603321.SH 梅轮电梯 -4.28  

300097.SZ 智云股份 41.15  002690.SZ 美亚光电 -3.09  

002164.SZ 宁波东力 34.42  002537.SZ 海联金汇 -1.72  

300512.SZ 中亚股份 33.08  300420.SZ 五洋停车 -1.55  

603912.SH 佳力图 29.26  300450.SZ 先导智能 -0.91  

002689.SZ 远大智能 28.05  603278.SH 大业股份 -0.64  

002426.SZ 胜利精密 26.03  600031.SH 三一重工 -0.21  

600499.SH 科达洁能 21.59  002483.SZ 润邦股份 0.00  

600218.SH 全柴动力 21.31  600835.SH 上海机电 0.36  

300410.SZ 正业科技 20.93  603337.SH 杰克股份 0.36  

资料来源：wind 

 

2、行业及公司重要资讯及观点 

2.1、重要行业资讯 

2.1.1、轨交1 

1、上海又将迎来一高铁，全长 1985公里，预计 2023 年落成通车 

现如今我国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各大城市也在不断的谋求发展，很

多城市都已经开通了更加发达的交通路线，让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的方便，

同样也能够带动城市的发展。上海又将迎来的一条新高铁，预计在 2023 年

落成通车，让上海居民非常期待。 

上海现如今已经变成了我国的经济中心，是一座国际化的大城市，因此

上海的交通也可以称得上是国内最发达的，仅次于北京。自从高铁在我国正

式推行，上海和北京就是高铁最先通车的地方，如今在上海乘坐高铁几乎可

以到达开通高铁的每一座城市，来往于上海和北京更是变得非常的方便。而

正在修建的就是泸蓉沿江高速铁路，全长高达到 1985 公里，在 2023 年的

时候就可以正式运营。 

这条高铁同样对于上海来讲意义重大，因为这条高铁将整个长三角和中

部地区的城市串联在一起，始发站是上海，而终点站则在成都。成都同样是

我国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最近几年更是成为了比较有名的旅游城市，是中

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因此等到这趟高铁通车之后，极大的拉近了上海还

有成都之间的距离，未来这两座城市会加强合作，对于彼此都是一种双赢的

结果。 

                                                        
1
资料来源：中国轨道网、上海热线、新疆网、中国起重机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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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高铁沿途还经过了重庆、武汉、合肥、南京等大型的城市，每一座

城市都是发展最好的，在国内的 GDP 排名都能够排到前几位，因此这趟高

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简直就是把这些发展很好的大城市连接在一起，未来

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 

同时途经的这几座城市都是比较有名的旅游城市，对于游客来说也变得

方便了不少。 

因此，预计这条线路开通之后，将会惠及沿途的 6 亿人口，到时候从上

海到达成都仅仅需要六个小时。 

2、新疆争取 35亿元补助资金用于铁路建设 

新疆网讯（记者郭玲）2019 年，自治区将继续扎实推进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实施，发挥好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夯实经济发展根基。其中，2019

年新疆铁路项目建设投资计划 103.27 亿元。 

自治区计划的铁路方面重点项目包括，推进库尔勒至格尔木铁路等一批

续建项目建设，建成克拉玛依至塔城铁路、博州支线铁路；加快推进和田至

若羌铁路、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提速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伊宁

至阿克苏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 

2019年 2 月 13 日，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了解到，经过不懈努力，已争

取到国家发改委下达 2019 年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 35 亿元，主要用于和田至

若羌铁路和阿勒泰至富蕴至准东铁路项目建设。 

和田至若羌铁路已于 2018 年 12 月 20日开工，和田至若羌铁路线路西

起喀和铁路和田车站，经和田、洛浦、策勒、于田、民丰、且末、若羌 7 个

市（县）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七、三十八团，第十四师二二五团，

东端终至格库铁路若羌站，线路长 825.476 公里，项目建设工期为 3.5年。 

阿勒泰至富蕴至准东铁路已于 2015 年年底开工建设。阿勒泰至富蕴至

准东铁路线路北起在建的北屯至阿勒泰铁路的阿勒泰站，南至乌鲁木齐至将

军庙铁路的准东北站，全长 420 公里。 

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了解到，本次投资计划的下达对推动新疆铁路项目

建设，加快和田至若羌铁路、阿勒泰至富蕴至准东铁路等项目建设提供了有

力保障。为新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铁路建设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新疆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1.2、新能源汽车2 

1、斯柯达 152亿元推进电动车项目，年内推 2款新车型 

大众旗下又一品牌吹响在电动汽车领域进攻号角。斯柯达计划投资 2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52 亿元)推进其电动车项目，并规划在 2019 年内，推

出速派 PHEV 和 Citigo 纯电动两款新能源车型。 

据悉，斯柯达早在 2018 年 3 月公布了其新能源产品规划，在 2020 年

底前推出 5 款新能源车型，到 2025 年前推出 10 款新能源车型。其中 2025

年前新车中，包含有 6款纯电动车及 4款插电式混动车型。 

                                                        
2资料来源：高工锂电网、高工电动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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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斯柯达首款新能源车型将会是款 PHEV 车型，基于速派打造，

将在 2019 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将会是大众 e-up的姊妹车型 Citigo。而

基于 VISION E 打造的量产版纯电动车型，搭载两台驱动电机，带有液冷系

统的动力电池，续航约为 500公里，或在 2020年推出。 

斯柯达还积极布局充电桩建设和电动汽车移动出行业务。2018 年，斯

柯达与捷克共和国姆拉达博莱斯拉夫电力公司展开合作，投入 340万欧元用

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在捷克境内已经初步建成了 300 多个充电桩，

其中包括 220多个交流充电桩和 80个直流充电桩。 

此外，斯柯达还将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启动和电动车有关的出行项

目，很有可能是以纯电动出行为主的共享汽车业务。 

斯柯达在电动车领域的布局思路离不开母公司大众汽车集团。大众汽车

集团规划到2025年将向全球市场投放50款纯电动车，并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稳步推进旗下各品牌电动车在中国的落地和国产，计划到 2020 年在中国交

付 40万辆新能源汽车，并最终到 2025年交付 150万辆。 

大众汽车集团在 2018 年广州车展宣布，2019年一年内将与合作伙伴在

中国共同投资 40 亿欧元，主要用于电动汽车、互联互通、移动出行服务、

研发、高效生产流程及新产品开发等领域。 

车型方面，大众到 2020 年将面向中国市场再推出 7 款新能源车型，国

内七大生产基地将陆续导入 MQB 平台生产 PHEV 车型，随后两座 MEB 专

属工厂也将投入使用；另外到 2020 年，大众新能源车型产能将达到 30万辆

/年，2025年实现 100 万辆。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大众同步推进高功率快充网络建设。 

2019年 1 月，大众推出一款新型移动充电站，拥有 360kWh电池容量，

能够提供 100kW 的充电功率，充入 24kWh 电量仅需 17 分钟。其内部电能

存储单元由二次回收的电动车动力电池组成，预计 2019 年上半年将在德国

率先投放使用。 

据悉，这款 360kWh 移动充电站内部的电芯与大众 MEB 电动车平台上

的电芯兼容。意味着它能够使用大众 I.D.或其它采用 MEB 平台车型的废旧

电池，作为能量系统。 

除移动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外，大众汽车还宣布开始制造汽车电池和电

池组，回收旧电池，并承诺在 2020 年前投资 8.7亿欧元(相当于 66.97 亿人

民币)用于这部分的建设。 

2、抢滩欧洲市场，宁德时代拟提升德国工厂规划产能至 98GWh 

2018 年夏天，宁德时代宣布将在德国建造动力电池工厂，但近日被爆

出修改了此项计划。当时宁德时代设计的电池工厂产能是 14GWh，现在其

拟修改为：提升至原来的 7 倍多。这意味着新增规划产能至少为 98GWh。 

目前就全世界范围来看，特斯拉打造的“超级工厂”动力电池现有产能

是 20GWh。而近日，宁德时代欧洲区总裁马蒂亚斯-岑特格拉夫已经在德国

波鸿举行的汽车研讨会上宣布，宁德时代将在德国埃尔福特建造世界上最大

的电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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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计划，宁德时代拟给这座占地 82 公顷的电池工厂投资约 2.4 亿

欧元，将为当地创造 600个新工作岗位。当生产能力达到 100吉瓦时的时候，

每天将有 93 个集装箱出厂。为此，工厂将与当地铁路网连接起来。 

回顾宁德时代与德国政府签约过程，彼时宁德时代透露，德国动力电池

生产基地将分两期建设，计划于 2021 年投产，2022年达产后将形成 14GWh

的产能。 

在宣布落地德国的同一天，宁德时代还与宝马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在

未来几年内从宁德时代采购约 40 亿欧元(约合 47亿美元)的电池。 

宝马汽车采购负责人 Markus Duesmann 表示，战略合作协议包括两大

部分，其中约 25 亿欧元的订单将来自宁德时代中国工厂，另外 15亿欧元的

订单则将由宁德时代德国新建工厂生产。 

可以看到，宁德时代此次计划加码在德国工厂的投入，与德国电动汽车

厂对动力电池的市场需求息息相关。除过宝马外，宁德时代还与大众、戴姆

勒等欧洲车企达成战略合作。 

以戴姆勒为例，2018年 12 月份其官方宣布一项高达 200 亿欧元的动力

电芯采购计划，并将一直延续至 2030年。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蔡澈博

士(Dr.Dieter Zetsche)表示：“我们电动化策略的发展持续保持着良好势头。

除了投资超过百亿欧元用于研发电动产品阵容、不断扩大全球动力电池网

络，我们还将通过金额超过 200 亿欧元的动力电池电芯的采购进一步推动公

司的电动化转型。到 2022 年，我们计划推出 130 余款电动化的梅赛德斯-

奔驰乘用车产品。此外，我们还将推出电动版的轻型商务车、客车和卡车。” 

总的来看，把握好德国车企电动化的市场机遇以及抢占在欧洲市场的先

发优势，这将是促使宁德时代此时计划扩大德国工厂电池产能的最大动因。 

3、锂硫电池量产，英国 OXIS 公司 6000万美元巴西建厂 

OXIS 公司将可能是第一家将锂硫电池实现产业化的企业。 

高 工 锂 电 获 悉 ， 英 国 OXIS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与 CODEMGE 

PARTICIPACOES SA签订合同，该公司是一家在巴西Minas Gerais州 Belo 

Horizonte 市注册成立的上市公司，双方旨在建立世界上第一家大规模生产

OXIS 锂硫电池的数字化生产工厂。OXIS Energy Brazil Holdings 将管理该

工厂。 

CODEMGE 投资 6000 万美元将用于建设 Belo Horizonte 工厂，该公司

与西门子数字工厂公司合作，其目标是设计一个到 2020年中期将生产约 500

万个电池的工厂。第一阶段的电池产能为每年 200 万个电池，OXIS 预计将

在 2022年完成第一阶段的产能目标。 

OXIS 锂硫电池的开发，设计和生产将满足三大领域的需求，包括航空，

国防和电动汽车，从目前的客户来看，主要涵盖了公交巴士，卡车和轻型商

用车。 

锂硫电池允许的理论比能超过 2700Wh/kg，几乎是锂离子电池的 5 倍。

OXIS 的下一代锂技术平台提供锂化学中最高的能量密度，在电池级别已达

到 400Wh/kg。OXIS的目标是 2019 年 500Wh/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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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IS 是全球较早涉足锂硫电池领域的技术企业，已获得 173 项专利，

其中 96 项正在申请中。在锂硫化学领域超过 15 年的研发。同时，其还涉足

了正极、负极、电解质的开发。 

高工锂电获悉，OXIS 开发了标称电压为 2.1V，典型容量为 10~35Ah

的锂硫软包电池。OXIS 表示，为了满足航空航天和汽车的特殊要求，它将

采用两种类型的超轻电池(20Ah，2.1V)：一种是用于小型电动飞机(2 座)，

无人机和高空伪卫星(HAPS)的高能量密度电池(>500Wh/kg)。另一种则是用

于汽车应用和电动垂直起飞和着陆 (eVTOL) 飞机的高功率电池

(>400Wh/kg)。 

事实上，为了实现锂硫电池的产业化，OXIS 加大了在资本领域的导入，

2019年 1 月底，法国航空发动机企业赛峰集团通过子公司 Safran Corporate 

Ventures 收购了锂硫电池制造商 OXIS Energy的股权。 

Safran Corporate Ventures与 Aerotec以及包括 Arkema在内的新投资

者一起参与了 700 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这些公司的投资总筹集资金不到

2400 万英镑，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商业化和自动化可充电锂硫电池/模块的大

规模生产过程。 

2.1.3、半导体设备3 

1、英特尔扩大爱尔兰产能，投资 70亿欧元新建两芯片厂 

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在全球多国拥有芯片制造等业务，其中包括欧洲

国家爱尔兰。英特尔公司已经提出申请，将对其在爱尔兰的制造园区进行大

规模扩张。 

据悉，这家芯片制造商已宣布计划扩大其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工厂的规

模，但现在该公司证实，它正寻求进一步扩大该半导体制造基地。 

这些新计划，加上 2018 年宣布的其他计划，可能会让英特尔在爱尔兰

建设两个新半导体工厂。 

英特尔公司的爱尔兰总经理思诺特（Eamonn Snutt）表示：“英特尔爱

尔兰公司向基尔代尔县议会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延长和修改 2017 年 10

月授予我们的规划许可。正如您可能知道的那样，我们最近开始了在莱克斯

利普基地进行生产现场扩展的早期阶段的现场支持工作。” 

这位高管表示：“这些工程项目正在 2017 年批给我们的规划许可范围

内进行。在未来数周及数月内，我们会积极与主要相关机构及更广泛的社会

人士接触。” 

此前，英特尔本月早些时候公布了创纪录的一年业绩，随后任命了新的

首席执行官。 

2018 年，英特尔首次宣布了加强其爱尔兰工厂的计划，这是一项数十

亿美元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英特尔在全球的制造能力。 

英特尔计划在亚利桑那州、俄勒冈州和以色列进一步扩大厂址，并将于

2019年开工建设。 

                                                        
3
资料来源：大半导体产业网、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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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表示，爱尔兰工厂此次扩张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对其 14 纳米

芯片的需求。英特尔对爱尔兰制造基地的扩建项目将投入 70亿欧元的资金。 

据悉，英特尔莱克斯利普基地的扩建项目，初期将会创造数千个工作岗

位，一旦工厂竣工投产后，还将会增加数百个技术性岗位。 

2、我国首条金属溅射膜压敏芯片生产线成功通线，8月将大批量生产 

坐落在湖南浏阳高新区的压敏传感芯片线生产一线已成功通线。春节期

间该产品线都在进行产品测试。 

据悉，压敏传感芯片生产线通线后，还需经过 3 个月的良率爬坡期。假

如良率达到 90%以上，便可大批量生产。湖南启泰传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师范大学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国秋表示，生产后，还得经过 3 个月以上

的测试，确保无质量问题。2019年 8月可以大批量生产、销售。 

此前，有公开报道称，启泰传感首条生产线竣工投产后，每天可生产 2

万个压敏芯片，并与国内汽车厂商合作，生产汽车 ESP(车身稳定系统)高端

压力传感器，全面替代进口。 

启泰传感物联网产业园项目于 2015 年正式签约，2016 年启动建设，分

两期建设。该项目第一期投资 5 亿元，占地 35 亩，一期建成后年产压敏芯

片 600 万颗，封装成传感器后，年产值 50 亿元以上。第二期扩产后，年产

压敏芯片 1800 万颗，封装成传感器后，年产值超过 150 亿元以上。 

湖南启泰传感科技有限公司金属溅射膜压敏芯片生产线是一条专用集

成电路之 MEMS（即微机械微电子系统）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和民

用领域，将填补我国金属溅射膜压敏芯片工厂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推进我国

高端压力传感器国产化。 

2.1.4、工程机械4 

1、25家挖掘机企业 1月共销售挖掘机 11756台，同比增长 10％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 1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挖掘机制

造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 11756 台，同比增长 10％。国内市场销量 10142

台，同比增长 6.2％。出口 1614台，同比增长 42％。 

2019 年 1 月纳入统计的 22 家装载机制造企业共销售各类装载机 7240

台，同比下降19.9％。其中：3吨及以上装载机销售6698台，同比下降18.5％。

总销售量中国内市场销量 5595 台，同比下降 20.2％；出口销量 1645 台，

同比下降 18.8％。 

2、2019新春开门红，工程机械行业再创辉煌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各大企业集团陆陆续续都开工了。 

价值超 1 亿徐工起重机，助力新疆大发展。2019 年新年伊始，气温低

至零下 20 度的新疆，却在严寒中蕴藏巨大的发展能量。500 位全疆吊装标

杆企业家齐聚乌鲁木齐，共谋新疆吊装发展新篇章。此次发展峰会得到当地

政府、商会、行业协会和各界媒体的高度关注，现场订购火爆，包含 XCA1200

在内的价值超过 1亿元的徐工起重机完成交付。这也预示着新疆吊装迎来爆

发年。 

                                                        
4
资料来源：中国起重机械网，第一工程机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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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三一装备奔赴全球。2019 年 2 月 11 日，长沙产业园 18 号智慧车

间内外张灯结彩，工人喜笑颜开忙生产，来自新疆、福建、上海、河南、云

南等地的大车司机们汇聚这里，原来这是他们前来取车的喜庆日子。 

据统计，当天共有 11 台泵车、7 台车载泵、7 台压路机和 5 台摊铺机从

长沙产业园东门岗启程，此外，常德基地也送走了 8 车搅拌设备。 

新年里，崭新的三一泵路设备风采飘扬，与全国各地人民共赴“春天里”。 

3、河南信阳集中开工 19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434.1亿元 

2019年 2 月 12 日，河南省信阳市 19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共涉及制

造业、服务业、现代农业、重大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五大类，总投资 434.1

亿元，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 218.8 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中，亿元以上项目 112个，投资额占总投资的

90.5%，包括河南新县全域旅游(卓湾)核心启动区综合开发、潢川宏达国际

汽车产业新城、新县团竹园棚户区改造、新县千景家园田园综合体、河南农

都农业小龙虾、河南灏海食品有限公司纯净水生产线、河南省楷宇达木业有

限公司年产 300 万张建筑模板等 7个 10亿元以上的项目。 

据介绍，2019 年信阳全市共谋划总投资 5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 2455

个，总投资 1.13 万亿元。其中，续建和新开工项目 1709 个，总投资 6389.77

亿元，2019 年计划完成投资 1744.13亿元。 

2.2、行业观点 

 轨交板块：轨交装备板块有望实现估值机业绩双重修复 

作为我国的一大重要经济中心，上海又将迎来的一条新高铁，全长高达

到 1985公里，预计在 2023 年落成通车。这条线路开通后将会惠及沿途的 6

亿人口，届时从上海到成都仅需六小时。铁总 1 月年度会议强调 2019 年铁

路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度规模，优质高效完成

国家下达的任务目标，确保投产新线 6800 公里，其中高铁 3200 公里。轨

交装备板块有望实现估值机业绩双重修复。未来伴随着铁总三年货运增量行

动的一步步落实，机车、货车需求量有望进一步增长。建议关注中国中车、

思维列控。 

 新能源汽车：斯柯达 152亿元推进电动车项目，锂硫电池将实现量产 

斯柯达计划投资 2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52 亿元)推进其电动车项目，

并规划在 2019 年内，推出速派 PHEV 和 Citigo 纯电动两款新能源车型。宁

德时代设计的电池工厂产能由 14GWh拟修改为提升至原来的 7倍多。这意

味着新增规划产能至少为 98GWh。按照新计划，宁德时代拟给这座占地 82

公顷的电池工厂投资约 2.4 亿欧元。英国 OXIS 公司与 CODEMGE 合作投

资 6000 万美元在巴西建厂，将锂硫电池实现产业化。建议重点关注先导智

能、赢合科技。 

 半导体设备：英特尔新建芯片厂，我国首条压敏芯片生产线成功通线 

英特尔公司已经提出申请，将投入 70 亿欧元的资金对其在爱尔兰的半

导体制造园区进行大规模扩张，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对其 14 纳米芯片的需

求。坐落在湖南浏阳高新区的压敏传感芯片线生产一线已成功通线，2019

年 8月可以大批量生产、销售。建议重点关注北方华创、长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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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机械：挖机销量同比增加，河南信阳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徐工起重机助力新疆大发展，价值超过 1 亿元的徐工起重机完成交付。

这也预示着新疆吊装迎来爆发年。大批三一装备奔赴全球。2019 年河南省

信阳市共谋划总投资 5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 2455个，总投资 1.13万亿元。

其中，续建和新开工项目 1709 个，总投资 6389.77亿元，2019年计划完成

投资 1744.13 亿元，19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议重点关注三一重工、恒

立液压。 

3、风险提示 

（1）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不达预期，导致下游企业对中游机械设备投资不足，

使得机械板块订单及业绩增速低于预期。（2）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低于预期，

致使下游行业增速放缓、对中游机械设备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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