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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家机构扎堆调研中科创达

汽车、电子、化工行业最受机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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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新年伊始，机构已紧锣密鼓地对上市公司展开调研，信息时报记者梳理后发现，中科创达成为

近期最受机构青睐的上市公司，新年以来已有 59家机构参与调研，新开普则紧随其后，共有 53 家

机构前往调研。同花顺数据显示，本月以来，两市共有 71家上市公司接受了机构的调研。调研方向

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医药生物、汽车、电子、化工等行业。 业内人士表示，调研是机构了解上市公

司最简单明了的途径，很多知名机构的调研动作被视为行业的风向标。

机构热捧中科创达

昨日， 中科创达披露公告，称

公司迎来了 59 家机构的扎堆调

研。 通过公告可以发现，能够被多

家知名公私募、银行、保险集中调

研，主要是其智能汽车业务的技术

优势。 中科创达表示，在汽车智能

化方面，包括智能驾驶、辅助驾驶，

以及 AI 技术在汽车上的落地，会

使得汽车行业对于软件及相关人

才有很大需求。 乐观估计，在未来

的几年，软件在车内所占的成本会

持续提升。 目前，中科创达已结合

公司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技术、

RighwareKanzi3D 开发技术、智能

视觉技术，形成完整的智能驾驶舱

生态平台。

中科创达在 2018 年半年报表

示，公司智能汽车业务进入高速增

长期。 2018 年上半年，中科创达实

现智能汽车业务收入 1.07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92.81%。 广发证

券研报表示， 预测中科创达 2018

年~2020 年的净利润为 1.62 亿、

2.30 亿、3.30 亿元， 考虑公司属于

快速成长型企业，且业务属性具有

较强稀缺性，给予合理价值为 28.6

元/股，维持“买入”评级。

除中科创达外，新开普也有超

过 50 家机构对其进行了集中调

研。 调研活动上，新开普介绍了与

蚂蚁金服的合作情况。 新开普表

示，在现有教育信息化行业的客户

资源、应用场景、服务体系和物联

网技术的优势基础上，结合蚂蚁金

服的互联网运营经验、技术优势以

及生态体系整合能力，能够提升新

开普的整体智慧校园产品和服务

能力， 以及新开普产业互联网平

台、SaaS 服务及智能终端系列产品

的创新能力和运营能力。

机械设备：估值中枢回归合理区间，建议

关注行业内高技术壁垒、 景气度较高的子行

业。 由于

2019

年经济整体增长压力较大，制

造业投资将承受一定压力， 机械行业整体的

业绩增速预计较

2018

年高增速有所下滑，在

目前市场风险偏好较低的背景下， 行业整体

估值水平很难有向上大幅度突破的动力 。

2019

年应当重点关注逆周期调控影响下高景

气度行业的核心资产，我们认为，基建托底背

景下轨道交通、 工程机械行业业绩将继续保

持稳定。

财富证券

汽车：汽车板块在

2019

年将呈现重大的

产业结构变迁和投资逻辑转变。 首先需求有

望迎来库存周期的底部转折， 同时叠加电动

产能扩张和燃油产能的淘汰。 目前汽车行业

主动去库存还有半年观察期， 当主动去库存

转向被动去库存阶段， 要警觉个股业绩拐点

和估值提前到来的买点机遇。 当汽车板块超

配时点到来时，整车将好于零部件。 同时，在

电动蓝海、燃油见顶大趋势下，须紧扣电动化

领先车企和新兴核心零部件。 天风证券

电子：

2018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保持高

速发展态势 ， 前 三季 度 产 业销 售 收 入为

4461.5

亿元，同比增长

22.45%

。相比于全球半

导体产业增速放缓逐步进入下行周期， 国内

半导体产业依然保持逆周期增长态势， 有望

拉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我们坚定看好

国内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机会。 银河证券

化工：

2019

年很难见到整体性的行业机

会， 对行业给予中性评级。 坚持自下而上选

股，根据油价走势及时做出调整。 对天然气相

关公司、 新能源、 新材料公司给予更多的关

注。 华融证券

机构观点

青睐行业未改

同花顺数据显示，本月以来

有 71 家上市公司获得机构调

研，不过，超八成被调研公司仅

接受了 1 次调研。 格上财富研究

员张婷表示，历年临近春节会出

现机构调研减少的情况。 另一方

面，市场已经处于磨底状态较长

时间，在这样的行情中，调研较

少也属于正常现象，也从侧面说

明机构调仓意愿或者加仓意愿

并不是很强烈。

数据也显示，上月接受机构

调研最多的前四个行业分别为

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 电子、化

工，本月上述行业内调研上市公

司家数同样名列前茅。 但记者注

意到，汽车行业本月凭借 6 家被

调研上市公司家数， 与电子、化

工行业并列第三。

针对汽车行业，东莞证券研

报表示，多因素导致 2018 年汽车

消费疲软，近期国家发改委相关

人士表示， 今年将出台促进汽

车、 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

施。 若出台刺激政策，加强对汽

车消费， 有利于降低行业库存，

让企业重新回到正常盈利轨道。

但长期来看，汽车刺激政策对于

汽车长期空间影响不大，长期空

间是由人口密度、经济水平等因

素决定，刺激政策更多的是改变

消费节奏， 未来空间提前释放。

预计政策偏向于刺激小排量、节

能环保车型消费，建议关注小排

量整车龙头、电池链条中处于中

游的上市公司。

被调研股市盈率多低于30倍

作为 A 股市场最敏感专业

的投资者，机构的一举一动往往

被认为是投资风向标。 同花顺数

据显示， 被调研的 71 家上市公

司，本月以来共有 56 只个股股价

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英维

克、光洋股份、中科创达等 12 只

个股的股价涨幅超过 10%， 远远

跑赢同期大盘 1.65%的涨幅。 与

此同时， 从市盈率来看，58 家被

调研上市公司的滚动市盈率在

50 倍以下， 低于 30 倍的有 41

家，占比超过六成。

张婷表示，调研是机构了解

上市公司最简单明了的途径，通

过机构调研的板块、方向、标的的

集中度以及频次， 投资者可以看

出目前机构投资者感兴趣的地

方。 频繁被调研的公司说明受关

注度高， 投资者可以关注其投资

机会。而被顶尖机构单独调研、私

募大佬亲自调研的股票， 投资者

可以积极关注。

前海开源总经理杨德龙则表

示， 调研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

代表了机构的关注度， 但并不代

表个股就一定存在投资机会，投

资者还需要根据对上市公司业绩

持续性、 业务能力增长情况进行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