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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行业周报（20190721） 

❖ 川财周观点 

本周 A股主要指数小幅下行，机械板块表现较好，但涨幅居前的没有明显的板

块聚集效应。目前制造业投资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短期受科创板对标的

影响，中小市值科技股表现不错。综合考虑，我们建议关注投资前景确定，前

期涨幅不大的新兴先进制造（半导体和 5G）板块标的以及中报预期较好的自下

而上的个股标的。 

相关标的，传统机械：四方冷链（603339）、杰瑞股份(002353)、三一重工

（600031）、恒立液压(601100)、杭氧股份(002430)、徐工机械（000425）、深

冷股份（300540）和银都股份（603277）；新兴先进制造：新莱应材（300260）、

北方华创（002371）、晶盛机电（300316）、至纯科技（603690）；智能制造：上

海沪工（603131）、双环传动（002472）、埃斯顿（002747）和三花智控（002050）

机械基础件：日机密封（300470）、通裕重工（300185）、应流股份（603308）

和台海核电（002366）。 

❖ 市场表现 

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0.22%，沪深 300下跌 0.02%，中小板综上涨 0.04%，创业

板综上涨 0.72%，中证 1000 上涨 0.02%。川财机械设备行业指数上涨 1.00%，

板块跑赢上证综指 1.21个百分点。机械设备行业指数上涨 0.73%，行业涨幅

周排名 5/28，板块跑输上证综指 0.54个百分点。 

本周机械设备板块，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南华仪器、精测电子、赛腾股份、

岱勒新材和东华测试，涨幅分别为 48.64%、18.04%、17.59%、17.34%和

12.40%。跌幅前五的个股沈阳机床、新莱应材、中大力德、天翔环境和科沃

斯，跌幅分别为 16.35%、11.17%、10.76%、9.86%和 9.76%。 

本周大盘指数小幅下行，机械板块表现较好,涨幅前十都在 10%以上，跌幅前三

都在-10%以内，板块个股涨多跌少。 

❖ 行业动态 

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年内开建 3条高速公路。7月 16日，从重庆市发

改委获悉，为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庆启动两地间新增的 3 条高速

公路项目招标工作。按照计划，这 3 条高速公路将于年内开建。为进一步强

化区域合作，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庆市和四川省近日签署了《2019

年深化川渝合作“2+16”系列工作方案(协议)》，内容涉及产业、交通、旅游、

生态、开放平台等多个方面，全面纵深推进川渝合作（中国起重机械网） 

❖ 风险提示 

产业政策推动和执行低于预期，市场风格变化带来机械行业估值中枢下行，成

本上行带来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压力，中小市值板块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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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周观点 

1.1 技术和产业观点 

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是这几年推动中国装备制造行业向高端升级的直接推手，

我们认为中国装备制造行业的技术和产业拐点即将逐步来临，未来五到十年间，

中国将会有多个先进制造产业突破重围，取得全球范围的竞争优势。我们认为

未来机械行业投资主要把握四条逻辑主线: 

1.1.1. 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传统周期性机械行业 

传统周期性机械行业景气拐点已确立，相关工程、矿采、冶金和化工机械行业，

库存处于低位，过去 5-6年的市场化产能出清优化了行业竞争格局，而下游支

付能力恢复带来的需求回升叠加更新需求释放推动行业景气度明显恢复。在这

些行业中，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将最大受益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随着市场对“好”公司的认可，适用的盈利增长预期和估值模式和水平都将发

生改变和分化。 

由于过去两年的上游能源和矿产行业价格和盈利能力的恢复，景气度将从 2016

年开始逐渐传导到中游设备制造行业，相关传统机械行业的订单同比高增长趋

势仍将持续，2017年将是大部分亏损的传统周期机械行业由亏转正的第一年，

而从 2016年开始的累积订单将使得 2018 年及以后的业绩增长可期，且盈利弹

性大概率超预期。我们更看好工程机械、煤化工机械及未来的油气开采装备及

服务行业等细分板块。 

1.1.2. 国家重点布局的战略型先进制造业 

国家推动的战略型的先进制造行业，国产化的技术和产业拐点正在来临。从技

术产业化突破以及制造工艺情况来看，我们建议重点关注轨交核心零部件及后

市场，核电装备及核循环，新能源车制造和电子半导体制造等细分子板块。 

1.1.3. 智能制造应用落地相关行业 

受到需求周期和成本压力的影响，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大多数工业制造

行业的传统生产方式都有智能化改造的需求。我们建议重点关注那些行业下游

较分散集中度不算高，行业本身竞争比较激烈，已有成功的智能化改造案例，

经济效益明显且可复制的行业。我们建议重点关注消费电子、物流仓储、食品

饮料、轻工制造和纺织服装等细分子板块。 

1.1.4. 受益于国家环保和安全监管趋严的设备改造升级相关行业 

我们认为国家对于未来发展的主要矛盾的明晰以及治国理政思路的转变，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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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和安全监管成为未来国内设备改造升级的最直接动力，并将不断推动绿色

生产制造理念的落实。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煤改电、煤改气，天然气消费应用端

等细分领域。 

1.2 关注标的 

1.2.1. 年度观点 

我们认为年度仍应当关注：1.复苏持续性超预期，出口打开增长空间的传统周

期机械板块；2.政策强力，创造新需求推动新产业的需求引领的新成长板块；

关注标的：1)制造业补短板，国家重点布局的战略性先进制造业；2）存量市

场的成长压力推动生产和生活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应用落地；3）环保安全监管

驱严，推动生活和生产装备的清洁化和安全化升级改造；4）国家发布高端智

能再制造行动计划，推动构建智能再制造体系；3.配置稀缺的国家核心竞争力

资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行业龙头。  

1.2.2. 周度观点 

先进制造、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大概率是 2018 年的机械板块热点，应当适

度配置国家重点布局的战略型先进制造业（锂电和半导体）、智能制造（核心

零部件、本体、行业集成应用和工业互联网板块）。国际油价中枢已明显上移，

油气开采和煤化工机械设备板块在现阶段仍建议应当优先关注。 

贸易战持续发酵和扩张，应当是近期主导证券市场的核心矛盾，制造业是美国

对中国出口限制的核心行业。从国内受益的角度看，主要是美国限制相关产品

进口有益于加强国内制造业进口替代，而中国贸易反击策略主要集中于中国大

量进口美国商品相关产业，相关行业由于预期供给缺口推升价格。建议重点关

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半导体设备制造、高端泵阀等机械基础件、内燃机发动

机等核心零部件等中国进口依赖较大的行业。 

本周 A 股主要指数小幅下行，机械板块表现较好，但涨幅居前的没有明显的板

块聚集效应。目前制造业投资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短期受科创板对标的

影响，中小市值科技股表现不错。综合考虑，我们建议关注投资前景确定，前

期涨幅不大的新兴先进制造（半导体和 5G）板块标的以及中报预期较好的自

下而上的个股标的。 

1.2.3. 相关标的 

相关标的： 

传统优势机械：恒立液压(601100)、杭氧股份(002430)、郑煤机（601717）、杰

瑞股份（002353）、海默科技（300084）、银都股份（60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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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晶盛机电（300316）、至纯科技（603690）、新莱应材（300260）； 

智能制造：埃斯顿（002747）、拓斯达（300607）、上海机电（600835）、双环传

动（002472）、三花智控（002050）、东杰智能（300486）、巨星科技（002444）、

沈阳机床（000410）、徐工机械（000425）、振华重工（600320）； 

优势行业：三一重工（600031）、中集集团（000039）、中国中车（601766）、上

海电气（601727）、康尼机电（603111）、四方冷链（603339）、日机密封（300470）； 

环保安全和再制造主题：杭锅股份（002534）、厚普股份（300471）、大元泵业

（603757）、天奇股份（002009）、华宏科技（002645）。 

机械基础件：日机密封（300470）、通裕重工（300185）、应流股份（603308）和台海

核电（002366） 

二、市场表现 

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0.22%，沪深 300 下跌 0.02%，中小板综上涨 0.04%，创业

板综上涨 0.72%，中证 1000 上涨 0.02%。川财机械设备行业指数上涨 1.00%，

板块跑赢上证综指 1.21 个百分点。机械设备行业指数上涨 0.73%，行业涨幅

周排名 5/28，板块跑输上证综指 0.54 个百分点。 

图 1： 行业板块本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动态 

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年内开建 3 条高速公路。7月 16日，从重庆市发

改委获悉，为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庆启动两地间新增的 3条高速公

路项目招标工作。按照计划，这 3条高速公路将于年内开建。为进一步强化区

域合作，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庆市和四川省近日签署了《2019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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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川渝合作“2+16”系列工作方案(协议)》，内容涉及产业、交通、旅游、生

态、开放平台等多个方面，全面纵深推进川渝合作。重庆启动招标的两地间 3

个高速公路项目分别为重庆至泸州高速公路扩能(重庆段)、渝武高速公路扩能

(北碚至合川段)和铜梁至安岳高速公路(重庆段)项目。其中，重庆至泸州高速

公路扩能(重庆段)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99.38亿元，主线路段全长约 67.7公里，

连接线约 3.9 公里，建设期 3 年;渝武高速公路扩能(北碚至合川段)项目估算

总投资约 101.11 亿元，主线路段全长 35.8 公里，建设期 4 年;铜梁至安岳高

速公路(重庆段)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70.59 亿元，路线全长 48.82 公里，建设期

3年。（中国起重机械网） 

四、公司动态 

股价表现 

本周机械设备板块，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南华仪器、精测电子、赛腾股份、岱

勒新材和东华测试，涨幅分别为 48.64%、18.04%、17.59%、17.34%和 12.40%。

跌幅前五的个股沈阳机床、新莱应材、中大力德、天翔环境和科沃斯，跌幅分

别为 16.35%、11.17%、10.76%、9.86%和 9.76%。 

本周大盘指数小幅下行，机械板块表现较好,涨幅前十都在 10%以上，跌幅前三

都在-10%以内，板块个股涨多跌少。 

图 2： 机械板块个股涨跌幅前十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编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1 300417.SZ 南华仪器 48.64% 000410.SZ 沈阳机床 -16.35%

2 300567.SZ 精测电子 18.04% 300260.SZ 新莱应材 -11.17%

3 603283.SH 赛腾股份 17.59% 002896.SZ 中大力德 -10.76%

4 300700.SZ 岱勒新材 17.34% 300362.SZ 天翔环境 -9.86%

5 300354.SZ 东华测试 12.40% 603486.SH 科沃斯 -9.76%

6 300179.SZ 四方达 12.03% 002552.SZ 宝鼎科技 -9.45%

7 300341.SZ 麦克奥迪 11.50% 000890.SZ 法尔胜 -9.28%

8 300165.SZ 天瑞仪器 11.23% 600592.SH 龙溪股份 -8.21%

9 300480.SZ 光力科技 10.95% 002943.SZ 宇晶股份 -8.16%

10 300007.SZ 汉威科技 10.66% 300757.SZ 罗博特科 -7.09%

涨幅 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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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机械设备行业属于中游行业，经济发展不及预期，将使行业产品需求下降； 

产业政策推动和执行低于预期； 

市场风格变化带来机械行业估值中枢下行； 

成本向下游转移程度低于预期，带来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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