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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挖机销量同比下行符合预期，龙头价值本色依旧 

——光大行业机械周观点（20190614） 

 

   行业周报  

      ◆机械行业观点： 

1）工程机械：5 月挖机销量同比下行符合预期，龙头价值本色依旧。根据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2019 年 5 月份，共

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8897 台，同比下降 2.2%。起始于 2016 年下

半年的这轮挖机销量复苏，5 月出现了本年度的首次销量同比下跌。5 月

销量同比下滑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工程机械龙头三一、徐工同比增速为

14.52%、10.64%，数据超出市场预期。我们认为当前工程机械龙头价值

本色依旧，未来在市占率提高、海外市场拓展的推动下，依然有望维持较

好表现。建议关注三一重工、恒立液压。2）轨交板块：武汉 8 号线二期 8

座车站主体完工，深圳 5 号线南延线首批电扶梯通过验收。近日，武汉地

铁 8 号线二期工程小洪山站顺利封顶，意味着全线 12 座车站，已有 8 座

主体完工。6 月 10 日，地铁 5 号线二期前湾公园站站内的四台自动扶梯一

次性顺利通过了特种设备政府专项验收。建议关注中国中车、思维列空。

3）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接入 226.8 万辆车，地上铁完成 B 轮融资。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累计接入新能源汽车

2,267,647 辆，累计运行里程为 240.1 亿公里。地上铁年初获 7 千万美金

B3 轮融资，已累计获 1 亿元美金 B 轮系列融资。建议关注先导智能、克

来机电、赢和科技。4）半导体设备：5G 光模块首单花落华工科技，中科

院电工所牵手比利时半导体企业。华工科技 2018 年 9 月拿到 5G 光模块

国内首单，10 月开始小批量供货后，2019 年 5 月产能开始放量。6 月 10

日，中科院电工所与比利时半导体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共同开展车

用高温驱动控制系统研究。长鑫存储为生产面向移动设备等的 DRAM 芯

片，推进 550 亿人民币的项目。建议关注北方华创、长川科技。 

◆上周行情回顾：机械设备板块指数上涨 3.41% 

上周（2019.06.10-2019.06.14）机械设备行业指数上涨 3.41%，跑赢

沪深 300 指数 0.88 个百分点，跑赢中证 500 指数 0.91 个百分点，跑赢创

业板指数 0.73 个百分点，整体表现在 28 个行业中涨幅排名第 7。 

按照申银万国行业分类，上涨行业 28 个。涨幅最大的 5 个子板块分

别是有色金属（5.23%）、食品饮料（5.17%）、建筑材料（4.85%）、

休闲服务（4.69%）、国防化工（4.02%）；涨幅最小的 5 个子板块分别

是钢铁（0.98%）、家用电器（0.99%）、汽车（1.37%）、纺织服装（1.43%）、

公用事业（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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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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行业行情回顾 

1.1、板块行情 

上周（2019.06.10-2019.06.14）机械设备行业指数上涨 3.41%，跑赢沪

深 300 指数 0.88 个百分点，跑赢中证 500 指数 0.91 个百分点，跑赢创业板

指数 0.73 个百分点，整体表现在 28 个行业中涨幅排名第 7。 

按照申银万国行业分类，上涨行业 28 个。涨幅最大的 5 个子板块分别

是有色金属（5.23%）、食品饮料（5.17%）、建筑材料（4.85%）、休闲

服务（4.69%）、国防化工（4.02%）；涨幅最小的 5 个子板块分别是钢铁

（0.98%）、家用电器（0.99%）、汽车（1.37%）、纺织服装（1.43%）、

公用事业（1.52%）。 

图 1：上周（2019.06.10-2019.0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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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个，涨幅最大的子板块是

重型机械（9.96%）、工程机械（5.87%）、制冷空调设备（5.19%）、内

燃机（5.01%）、冶金矿采化工设备（4.86%）；涨幅最小的子板块是环保

设备（-1.05%）、机床工具（-0.80%）、金属制品 III（0.43%）、纺织服装

设备（2.10%）、其他通用机械（2.17%）。 

图 2：上周（2019.06.10-2019.06.14）机械设备各子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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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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石重装连续 5 日涨

停，公司提示风险称，核电业务对公司经营业绩贡献较小；2）德恩精工连

续两周上涨幅度较大，股价异动无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3）宝鼎科技涉足

燃料电池，概念股掀涨停潮。表现较差的个股 1）泰嘉股份前期涨幅较大，

本周出现一定下跌；2）南兴股份连续两周下跌，政策高压倒逼上市公司规

范治理结构、改善财务状况，不断提高经营质量；3）玉龙股份换新东家，

知合科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厚皑科技成为玉龙股份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赖郁尘，新控股股东成立不足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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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69.SH 兰石重装 49.31  002843.SZ 泰嘉股份 -13.47  

300780.SZ 德恩精工 39.17  002757.SZ 南兴股份 -13.02  

002552.SZ 宝鼎科技 30.03  601028.SH 玉龙股份 -11.99  

601608.SH 中信重工 26.68  603278.SH 大业股份 -10.32  

600421.SH *ST 仰帆 15.73  300362.SZ 天翔环境 -7.96  

300435.SZ 中泰股份 15.41  002667.SZ 鞍重股份 -7.63  

002722.SZ 金轮股份 15.14  300430.SZ 诚益通 -7.21  

300553.SZ 集智股份 15.07  300480.SZ 光力科技 -7.03  

002613.SZ 北玻股份 13.09  002871.SZ 伟隆股份 -6.87  

300567.SZ 精测电子 12.03  300276.SZ 三丰智能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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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铁 8 号线二期工程 8 座车站主体完工 

近日，武汉地铁 8 号线二期工程小洪山站顺利封顶，意味着全线 12 座

车站，已有 8 座主体完工。 

武汉地铁 8 号线二期工程全长 17.6 公里，呈南北走向，线路起于一期

工程终点梨园站，经东湖路、水果湖路、八一路、珞狮北路、书城路、野芷

湖西路至野芷湖，设站 12 座，均为地下线。 

目前，主体完工 8 站（省博物馆站、中南医院站、洪山路站、小洪山站、

马房山站、文昌路站、马湖站、野芷湖站），土方开挖及主体施工 4 站（水

果湖站、街道口站、洪山区政府站、省农科院站）。 

此次封顶的小洪山站位于武昌区八一路与科技小路交叉路口，沿八一路

东西向布置，为地下四层单柱双跨岛式车站。车站全长 225 米，标准段宽

21.9 米，基坑开挖深度 32.5 米，开挖方量 16000 方，工程量为标准车站的

两倍。 

2．深圳地铁 5 号线南延线首批电扶梯通过验收 

                                                        
1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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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地铁 5 号线二期前湾公园站站内的四台自动扶梯一次性顺

利通过了特种设备政府专项验收，为整个 5 号线二期工程电扶梯政府验收取

得了“开门红”的好成绩。 

电扶梯与乘客的安全紧密相关。作为特种设备，每台电扶梯都必须通过

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简称“特检院”）的政府专项验收后，才能投入运营

使用。地铁 5 号线南延线将于今年 9 月底开通试运营，为保证线路的高水平

开通，给市民提供更舒适的乘车体验，深铁建设集团根据各站情况，提前制

定了电扶梯调试、验收计划。 

接下来，5 号线南延线还有近 70 台电扶梯需要逐一通过特种设备的政府

专项验收，任务艰巨，任重道远。深铁建设集团将与相关各方通力合作，合

力高效完成全线电扶梯政府专项验收，助力 5号线南延线高水平投入试运营。 

地铁 5 号线南延段，即 5 号线二期工程，北起于 5 号线前海湾站，经前

海、南山，终点与地铁 2 号线赤湾站换乘。线路全长约 7.7 千米，全线采用

地下敷设方式。该线路设站 7 座，分别为：赤湾、荔湾、铁路公园、妈湾、

前湾公园、前湾、桂湾。 

截至目前，主体工程完成 100%，区间完成 100%，装饰装修完成 97.4%，

附属结构完成 100%。 

2.1.2、新能源汽车2 

1．2017 年 1~今年 5 月平台接入 226.8 万辆车 运行里程 240.1 亿公里 

2019 年 6 月 11 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发布全国新能源汽

车运行里程数据。 

统计显示，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累计

接入新能源汽车 2,267,647 辆。 

其中，纯电动汽车 1,916,476 辆，占总量 84.5%，插电混合动力汽车

348,468 辆，占总量 15.4%，燃料电池汽车 2703 辆，占总量 0.01%。 

2017年 1月至 2019年 5月，新能源汽车累计运行里程为 240.1亿公里，

累计碳减排 1155.3 万吨。其中，纯电动汽车运行里程为 200 亿公里，纯电

动汽车行驶里程占比 83%。 

5 月新能源汽车运行里程为 32.7 亿公里。其中纯电动汽车运行里程为

27 亿公里。另外，5 月份新能源乘用车运行里程最长，占比达到本月新能源

汽车运行里程的 65%≈21.296 亿公里。 

同时，5 月份小假期较多，新能源乘用车运行频率、充电热度等进步明

显，说明新能源乘用车逐步增加其市场渗透率，对于节能减排有着积极意义。 

2．地上铁完成 1 亿美金 B 轮融资，打造成为新能源城配领域最大的运营服

务商 

6 月 10 日获悉，新能源物流车运营商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地上铁”)宣布已于年初完成 7 千万美金 B3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时代资

本(Jeneration Capital)领投，远东宏信战略投资，法国著名基金 Idinvest 

                                                        
2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网、高工电动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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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等机构跟投，指数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新一轮融资资金将用于

现有城市服务深耕，以及运营效率数字化和服务网络密度升级。 

至此，地上铁已累计获得 1 亿元美元 B 轮系列融资，引入股东包括博将

资本、伊藤忠商事、启明创投和经纬中国等知名机构。 

地上铁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物流车的数字化运营商，

致力于为各大快递物流及城配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新能源物流车租赁(长租、短

租和分时租赁)及运营配套服务，业务涵盖新能源车应用解决方案、充维服务

配套、运营支持等各种增值服务。 

截至目前，地上铁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新能源物流车的数字化运营商，拥

有微面、轻客、轻卡、冷藏车等不同品类的新能源物流车超 25000 辆，在全

国开设 5 个全直营大区，业务范围覆盖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 50

多个一二线城市，自建场站和合作场站拥有超 3000 个充电配套网点。此外，

地上铁服务的企业客户超 1500 家，包括顺丰、京东物流、菜鸟、德邦、跨

越、EMS、快狗速运等，标杆客户规模化效应显著。 

2.1.3、半导体设备3 

1．国内首单花落华工科技，5G 光模块在湖北光谷大规模量产 

近日从华工科技获悉，该公司去年 9 月拿到 5G 光模块国内首单，10 月

开始小批量供货后，今年 5 月产能开始放量。 

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表示，在 5G 建设的行业进程中，其子公司华工

正源已经对 5G 光模块的产品进行了全方案、全场景的应用覆盖。 

成为华为核心供应商 

所谓光模块（Optical Module），是传输过程中实现光通信系统中光信

号和电信号转换的重要器件，它由光器件、功能电路和光接口等组成，应用

范围包括电信传输、数据中心和 5G。光模块在整个 5G 产业链中占据中端位

置。 

2000 年，华工科技上市不久开始布局光通信业务。近 20 年来，历经光

通信产业沉浮，子公司华工正源是国内三大光模块制造商之一，客户涵盖华

为、中兴、诺基亚等全球主流通信设备商。 

去年 9 月，华工科技已成为华为公司 5G 基站建设的首批供应商之一。

按照目前的市场测算，华工科技有望在华为的 5G 光模块供应中占据第一的

份额。 

突破 5G 光模块关键技术 

在 3 月 5 日开幕的第 44 届美国光纤通讯展览会（OFC）上，华工科技

子公司华工正源突破 5G 关键技术，首次发布业内领先的数据中心 400G 全

系列高速光通信模块和用于 5G 的 25G/100G 无线网络系列高速模块。 

在华工科技看来，主网的建设，会带动光模块的放量；5G 手机的更迭，

会带动激光微加工、剥离加工、面板设备 3C 领域的需求。围绕 5G 深化应

                                                        
3
资料来源：SEMI 大半导体产业网、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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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种终端产品的需求会不断提升，这也将为华工科技注入持续发展的动

能。 

华工科技有负责人说，5G 更注重于万物互联，这也将推动光模块的需

求量呈爆发式增长，特别是高速光模块市场，给专注于光通信领域的华工正

源带来了机遇。 

高端光芯片实现国产化 

此外，为了研发 25G 光芯片，进军上游光模块芯片领域，华工科技参与

设立了云岭光电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激光器和探测器的设计、生产、封装

和销售。 

云岭光电公司对光芯片的研发将完成高端芯片的国产化，改变高端芯片

依赖进口的局面，并对公司光通讯产业布局产生积极影响，使华工正源强化

了从光芯片到封装到器件到模块的全产业链垂直整合优势，在 5G 时代形成

竞争优势。 

云岭光电公司已于 2018 年实现了 10G 光芯片的量产，自供比例在 30%

左右，2019 年预计达到 50%。25G 光芯片预计今年四季度实现量产。 

2．中科院电工所联手比利时半导体企业，推动碳化硅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应用 

6月 10日，中科院电工研究所与比利时高温半导体设计公司（CISSOID）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共同开展基于碳化硅（SiC）功率模块的车用高温驱

动控制系统研究。 

  据中科院电工所官方消息，双方将充分发挥碳化硅功率模块耐高温、耐

高压、高能量密度、高效率等优势，推动碳化硅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实现广泛应用。 

  近年来，碳化硅功率器件凭借多方面的性能优势，在一些领域开始逐渐

取代传统硅器件。同时，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各地快速发展，推动碳化硅器件

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国际顶级的特斯拉和丰田等车厂已开启了碳化硅

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早期应用。 

  今年 4 月 8 日，CISSOID 还宣布已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

术系达成技术合作意向，双方将携手研发基于碳化硅功率模块的系统，期望

共同攻克技术难题以求实现其潜在的高效率和高功率密度等优势，并将大力

支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展广泛应用。 

3．工程机械4
 

1． 5 月份挖掘机销量同比下降 2.2%， 为今年来首次下降 

6 月 13 日,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

2019 年 5 月份,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8897 台，同比下降 2.2%。国

内市场销量(统计范畴不含港澳台)16717 台，同比下降 6.0%。出口销量 2153

台,同比增长 41.4%。 

                                                        
4
资料来源：第一工程机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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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结构方面，大型挖掘机保持增长态势。2019 年 5 月份，大型

挖掘机销售 2588 台，同比增长 6.3%;中型挖掘机销售 4429 台，同比下降

11.6%；小型挖掘机销售 9700 台，同比下降 6.1%。 

1-5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22086 台，同比涨幅 15.2%。国内市场销量(统计范畴不含港澳台)112343

台,同比涨幅 13.8%。出口销量 9640 台，同比涨幅 34.4%。 

2.2、行业观点 

 轨交板块：武汉 8 号线二期 8 座车站主体完工，深圳 5 号线南延线首批

电扶梯通过验收 

近日，武汉地铁 8 号线二期工程小洪山站顺利封顶，意味着全线 12 座

车站，已有 8 座主体完工。武汉地铁 8 号线二期工程全长 17.6 公里，呈南

北走向，线路起于一期工程终点梨园站，经东湖路、水果湖路、八一路、珞

狮北路、书城路、野芷湖西路至野芷湖，设站 12 座，均为地下线。目前，

主体完工 8 站（省博物馆站、中南医院站、洪山路站、小洪山站、马房山站、

文昌路站、马湖站、野芷湖站），土方开挖及主体施工 4 站（水果湖站、街

道口站、洪山区政府站、省农科院站）。6 月 10 日，地铁 5 号线二期前湾

公园站站内的四台自动扶梯一次性顺利通过了特种设备政府专项验收，为整

个 5 号线二期工程电扶梯政府验收取得了“开门红”的好成绩。接下来，5

号线南延线还有近 70 台电扶梯需要逐一通过特种设备的政府专项验收，任

务艰巨，任重道远。深铁建设集团将与相关各方通力合作，合力高效完成全

线电扶梯政府专项验收，助力 5 号线南延线高水平投入试运营。建议关注中

国中车、思维列空。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接入 226.8 万辆车，地上铁完成 B 轮融资 

2019 年 6 月 11 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发布全国新能源汽

车运行里程数据。统计显示，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新能源汽车国家

监管平台累计接入新能源汽车 2,267,647 辆。其中，纯电动汽车 1,916,476

辆，占总量 84.5%，插电混合动力汽车 348,468 辆，占总量 15.4%，燃料电

池汽车 2703 辆，占总量 0.01%。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新能源汽车

累计运行里程为 240.1 亿公里，累计碳减排 1155.3 万吨。其中，纯电动汽

车运行里程为 200 亿公里，纯电动汽车行驶里程占比 83%。6 月 10 日获悉，

新能源物流车运营商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上铁”)宣布已

于年初完成 7 千万美金 B3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时代资本(Jeneration Capital)

领投，远东宏信战略投资，法国著名基金 Idinvest Partners 等机构跟投，指

数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新一轮融资资金将用于现有城市服务深耕，以及

运营效率数字化和服务网络密度升级。至此，地上铁已累计获得 1 亿元美元

B 轮系列融资，引入股东包括博将资本、伊藤忠商事、启明创投和经纬中国

等知名机构。建议关注先导智能、克来机电、赢和科技。 

 半导体设备：5G 光模块首单花落华工科技，中科院电工所牵手比利时

半导体企业 

近日从华工科技获悉，该公司 2018 年 9 月拿到 5G 光模块国内首单，

10 月开始小批量供货后，2019 年 5 月产能开始放量。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

强表示，在 5G 建设的行业进程中，其子公司华工正源已经对 5G 光模块的



2019-06-16 机械行业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9- 证券研究报告 

 

产品进行了全方案、全场景的应用覆盖。6 月 10 日，中科院电工研究所与比

利时高温半导体设计公司（CISSOID）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共同开展基于

碳化硅（SiC）功率模块的车用高温驱动控制系统研究。2018 年 4 月 8 日，

CISSOID 还宣布已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达成技术合作意

向，双方将携手研发基于碳化硅功率模块的系统，期望共同攻克技术难题以

求实现其潜在的高效率和高功率密度等优势，并将大力支持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开展广泛应用。建议关注北方华创、长川科技。 

 工程机械：5 月挖机销量同比下行符合预期，龙头价值本色依旧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2019 年 5 月

份,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8897 台，同比下降 2.2%。国内市场销量(统

计范畴不含港澳台)16717 台，同比下降 6.0%。出口销量 2153 台,同比增长

41.4%。起始于 2016 年下半年的这轮挖机销量复苏，5 月出现了本年度的首

次销量同比下跌。2019 年前 5 个月挖机行业累计销量已创历史新高，基于

去年的高基数，同时叠加基建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5 月销量同比下滑符合

市场预期。但是，工程机械龙头三一、徐工同比增速为 14.52%、10.64%，

数据超出市场预期。我们认为当前工程机械龙头价值本色依旧，未来在市占

率提高、海外市场拓展的推动下，依然有望维持较好表现。建议关注三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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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