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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上市公司动态 专用设备 

核心竞争力牢固，起重机份

额持续上升 

份额节节攀升，经营质量优异 

11 月公司汽车吊销量同比 30-40%增长，增速显著超越行业；

受益吨位结构全面上升，预计汽车吊收入同比增长 70-80%。

拳头产品汽车吊自 Q2 加强服务后，Q3 起份额节节攀升，预

计年底份额可以回到 45%左右。质量始终是公司最强的核心竞

争力，加强服务后，份额迅速提升，且公司汽车吊客户质量优

异，目前 80%的客户对应的首付款比例在 40%以上。 

 

根据自身和市场情况，优化汽车吊产品结构，加强服务 

①汽车吊有限的产能向中大吨位倾斜。公司起重机厂房面积只

有 1000 亩左右，相比同行场地偏小，产能有限的情况下，优

先保证中大吨位起重机生产，推动产品平均吨位全面上升，汽

车吊销售收入增长显著高于销量增长。②考虑市场偏好，增加

K 系列推广力度。2018 年公司推出的新品 G 系列质量优异，

定位高端，价格较高，但是市场目前的需求对价格敏感度较高；

2019 年针对目前需求特点，重推 K 系列产品，价格较 G 系列

更有吸引力，深受目前市场欢迎。③加强服务。公司起重机产

品质量一直引领行业，但与同行相比，服务上存在优化空间，

自 Q2 加强人员配置后，效果在 Q3 开始显现，产品份额回升

较快。 

 

判断 2020 年基建投资增速在 8%以上，助推工程机械行业整

体增长 

①近期财政部提前下发2020年部分新增专项债额度1万亿元、

降低资本金比例、国常会提出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

金比例，出发点都是撬动更大的基建投资规模，起到“稳投资”

的作用。根据我们的敏感性分析，在中性判断背景下，预计 1）

专项债新规及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下调这两个逆

周期调节政策将推动基建投资增速在 8%以上；②工程机械作

为最受益宏观环境的板块，在基建上行、地产韧性的加持下，

2020 年仍将保持较正增长。其中：1）预计挖掘机行业销量

0-10%增长：受益于设备更新周期叠加基建投资增长、环保政

策趋严、人工替代、海外出口增长等多重因素影响，而龙头公

司销量增长有望超越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2）汽车起重

机行业 10%以上增长：一方面，下游大部分是基建，最受益基

建增速向上；另一方面，2021 年国六排放标准推行，设备更

新需求增强，推动汽车起重机行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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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股票价格绝对/相对市场表现（%）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3.74/5.32 -0.0/3.55 42.36/30.41 

12 月最高/最低价（元）  5.36/3.16 

总股本（万股）  783,366.84 

流通 A 股（万股）  699,397.5 

总市值（亿元）  369.75 

流通市值（亿元）  330.12 

近 3 月日均成交量（万）  5,259.64 

主要股东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38.11% 
 

股价表现 

 
 

相关研究报告  

19.10.30 

【中信建投高端制造】徐工机械

(000425):Q3 业绩点评：利润保持翻倍

增长，汽车起重机市占率环比提升 

19.09.01 

【中信建投高端制造】徐工机械

(000425):中报利润翻倍，资产质量大幅

夯实 

19.07.28 

【中信建投专用设备】徐工机械

(000425):控股股东混改将为公司发展

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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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不考虑控股股东混改，仅基于现有业务销量增速以及报表持续修复，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收入分别为 529.1/595.7/661.4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0.66/48.84/56.00 亿元。对应 2019 年 12 月 10 日收盘

价，PE 分别为 9.1x、7.6x、6.6 x。维持目标价 7.79 元，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因素：工程机械行业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图表1： 徐工机械盈利预测及估值 

单位/百万 2018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总收入 44410.01 52905.64 59572.63 66141.08 

(+/-)(%) 52.45 19.13 12.60 11.03 

净利润 2045.73 4065.74 4884.36 5600.44 

(+/-)(%) 100.44 98.74 20.13 14.66 

EPS(元) 0.26 0.52 0.62 0.71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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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介绍 
吕娟：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董事总经理，上海区域总监，高端制造组组长，机械

&建材行业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法国 EDHEC 商学院金融工程交换生，

河海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士，2007.07-2016.12 曾就职于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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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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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仅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及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或建议在本报告发出后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均仅反映本报告发

布时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可能在随后会作出调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

考，不构成投资者在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等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投资者作出的最终操作建

议做任何担保，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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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据本报告做出的任何决策与本公司和本报告作者无关。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

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类似的金融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本报告。任

何机构和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须同时注明出处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或修改。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且本文作者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注册的证券分析师，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

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本文作者不曾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

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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