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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即将来临，10月26日，京东X
事业部智慧物流实验室展现了由机器人、
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感知网络打造的全
自动仓储场景，其中部分技术已经在这个
双11应用到了京东物流系统中，而完整的

“无人仓”更描绘了3年后电商大促中有条
不紊运行的物流中心蓝图。同时露面的
还有将在双11多地进行农村送货的京东
新型无人机和即将第一次上路试运营的
京东配送无人车。

此次亮相的“无人仓”代表着全新的
第三代物流系统技术，实现了从自动化到
智慧化的革命性突破。“无人仓”的技术突
破与落地，将为未来的双十一、618物流提
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京东通过机器人的融入改变了整个
物流仓储生产模式的格局。搬运机器人、
货架穿梭车、分拣机器人、堆垛机器人、六
轴机器人、无人叉车等一系列物流机器人
辛勤地工作在无人仓中，组成了完整的中
件商品与小件商品智慧物流场景。京东
目前“无人仓”的存储效率是传统横梁货
架存储效率的10倍以上，并联机器人拣选
速度可达3600次/小时，相当于传统人工
的5-6倍。

下面是无人仓中的几位机器人主角：
SHUTTLE货架穿梭车，负责在立体

货架上移动货物，能够实现6m/s的高速行
走，并且具有每小时1600箱的巨大吞吐量。

智能搬运机器人AGV，这个貌似扫

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小车载货达300公
斤以上，可实现货物在库房内的搬运，通
过调度系统与人工智能可灵活改变路径，
实现自动避障与自主规划路径。

DELTA型分拣机器人，这个拣选机
器人的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它采用3D视
觉系统，能够实现动态拣选、自动更换捡
拾器以及155ppm的作业节拍，具有三轴
并联机械结构及适应货物转角偏差辅助
轴的特点。

六轴机器人6-AXIS，它几乎就是每
个人心目中的经典机械手，由控制、驱动、
机械本体等单元组成，是个勤勤恳恳的搬
运工，负责拆码垛等工作，具有165kg大
载荷量和±0.05mm高精度的特点。

京东11·11智慧物流放大招 无人车、无人机送货 无人仓首度亮相

有报道称，新的补贴
政策有望在 10 月份出
台。中国汽车工程研究
院北京分院院长刘英在
深圳一个新能源汽车高
端专题会议上称，2016
年新能源补贴原本预定
在7月出台，但由于骗补
事件复杂性导致延后，预
计在10月出台。

在 10 月 12 日举行
的中汽协信息发布会上，
中汽协方面也表示，有关
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政策
近期将出台，但具体日期
并未透露。

另外，据中汽协公布
数据，9月新能源汽车生
产 4.3 万辆、销售 4.4 万

辆，基本与8月持平，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5.7% 和
43.8%，1-9月新能源汽
车生产 30.2 万辆、销售
28.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3.0%和100.6%。

根据新能源汽车国
内外的发展情况，乘用车
的趋势最明确。

特斯拉第三季度共
交付 2.5 万辆新能源汽
车，雪佛兰Volt 目前是
北美地区销量最好的新
能源汽车，宝马旗下 i
系列已经研发了多款新
能源汽车，大众旗下多
款新能源汽车可以投放
市场并积极寻找合作
方。

补贴政策将出？
新能源汽车股“蠢蠢欲动”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

中震荡回落，收盘下跌，你
怎么看？

答：虽然全天市场小
幅回落，但仍有健康中国、
酿酒等板块热点涌出，收
市时两市累计有36只个股
涨停，值得一说的是，两市
合计成交并没有明显萎
缩，依然维持在5500亿左
右的水平。技术上看，虽
然各股指收盘时均失守5
小时均线，但沪深股指依
然坚守5日均线，显示市场
仍属强势；有意思的是，沪
指已经连续7日站上年线
（244日均线），而上一次站
上该线只持续了5日，去年
甚至只有4日，这足以说明
本次反弹力度和持续时间
均和以往不同。期指市
场，各期指累计成交、持仓
均重新增加，各期指合约
负溢价水平整体缩减。综
合来看，部分前期表现较
好的权重股走势稍弱是周

三股指回落的重要原因，
但这是场内资金健康轮动
造成的，短期来看，沪指只
要不失守3098点，后市仍
将继续创出反弹新高。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
16.12元卖出东方证券2.3
万股。目前持有城投控股
（600649）7.5万股，鲁信创
投（600783）1.8万股，未名
医药（002581）1.6万股，长
城信息（000748）4.8万股，
盛和资源（600392）3.2 万
股。资金余额2071625.47
元，总净值5778755.47元，
盈利2789.38%。

周四操作计划：城投
控股复牌连续涨停拟继续
持股待涨，未名医药、盛和
资源、鲁信创投拟持股待
涨，长城信息拟先买后卖
做差价，另拟不超过14.2
元买入富临运业（002357）
不超10%仓位，看好公司的
转型，以及网约车的布局。

胡佳杰

白杰品股
资金轮动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3116.31点，跌15.63点，跌
幅 0.50% ；深 成 指 报
10817.5点，跌53.99点，跌
幅 0.50% ；创 业 板 报
2184.49点，跌15.72点，跌
幅 0.71%。成交量方面，
沪市成交2158亿元，深市
成交3315亿元，两市共成
交5473亿元。 行业资金
流向方面，2个行业主力资
金净流入，其中酿酒行业、
文教休闲等行业主力净流
入居前。59个行业主力净
流出，其中软件服务、电子
元件、机械行业等行业主
力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7只个股
获得机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城投控股（600649）

城投控股拟吸收合并阳晨
B股，方案得到证监会核准
批复。合并生效后，城投
控股将环境集团以存续分
立的方式实施分立，城投

控股继续运营房地产及股
权投资业务，环境集团变
更为上海环境，并申请其
股份在上交所上市。26日
获机构净买入1.67亿元。

酒鬼酒（000799）公
司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
湘泉酒、内参酒等系列白
酒产品，产品畅销全国30
多个省、市、自治区，远销
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
东南亚及港澳台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26日获机构
净买入6979万元。

中际装备（300308）
2016年9月30日公司发布
公告称拟通过发行股份的
方式，收购苏州旭创100%
的股权，进军光通信模块
市场。苏州旭创专注于
10G/25G/40G/100G 高速光
通信模块及其测试系统的
研发设计及制造销售。26
日获机构净买入 3054 万
元。
华西都市报记者 赵雅儒

投资要点：公司2016
年三季报显示。1-9月实现
营收 120.6 亿，同比增长
25.4%：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9.13亿元，同比增长33.2%，
每股收益1.44元。第3季
度营收40.7亿，同比增长
16%，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3.32亿，同比增长30.3%，单

季每股收益0.53元。
投资评级：预测公司

2016-18年营收160、188
和215亿元，净利润12.0、
14.2和16.4亿元，年均增速
21.3%，每股收益1.90、2.25
和2.59元；维持“强烈推荐”
评级，维持目标价45元，对
应2017年20倍PE。

掘金龙虎榜
7只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研报精选
中投证券：小天鹅A(000418)

招商证券：索菲亚(002572)
投资要点：公司公布三

季报，2016年前三季度实现
营业收入29.71亿元，同比增
长43.47%，归母净利4.08亿
元，同比增长48.04%，EPS为
0.88 元 。 2016 年 预 计
30-50%。公司在定制衣柜上
的设计能力（时尚型、高空间
利用率）延生至其他非衣柜定
制产品，带动公司客单不断提

升；同时橱柜业务供应链整合
能力正在提升，设计、生产环
节不断磨合一次安装成功率
在提升，未来定制衣柜、橱柜
业务将形成双引擎增长。

投资评级：预计公司
2016～2018年的EPS1.44、
1.94和2.53元，维持“强烈
推荐-A”评级。
华西都市报记者 赵雅儒

近来，新能源股有所异动。
10月10日，通合科技涨停，10月17日，石大

胜华涨停，10月18日，天赐材料涨停。10月17日
—10月21日的一周内，天际股份涨19.92%，天赐
材料周涨19.36%，石大胜华周涨幅达17.35%。

交易人士认为，近日有报道称，经过修改后
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有望于近期出台，今年最
后一个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出现快速增
长，这对相关板块起到了正面刺激。

业内人士认为，由
于补贴政策迟迟未能出
台，导致部分消费者对
购买新能源汽车持观望
态度。当补贴政策落地
后，消费者的信心会迅
速重新建立起来，有望
在接下来的第四季度完
成新能源汽车消费。

平安证券表示，科
技部启动实施“新能源
汽车”试点专项，共部署
38个重点研究任务。新
一轮补贴政策有望在10
月份出台，相关补贴细则
也将会与电池目录、碳配
额、积分政策进行联动，
利好产业链长期、有序发
展。看好乘用车领域龙
头企业。新疆、石家庄充
电扶持政策于上周出台，
南网、国网推进新的充电
招标批次，分别拟招标
809、1708台充电桩；快
充的进程日渐加快，保时

捷推出全新快充技术，采
用 800V 充电系统能够
在15分钟内充满电池的
80%，预计快充技术有望
加速迭代，建议关注和顺
电气、中恒电气，国轩高
科。

广 发 证 券 表 示 ，
201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是0.9%，按照今
年的发展趋势 2016 年
大概率是要超过1%，新
能源汽车尤其是新能源
乘用车呈现出明确的发
展趋势。龙头企业和相
关产业链是我们持续追
踪和研究的重点。重点
推荐三元电芯的澳洋顺
昌（旗下天鹏电源）、国
轩高科和智慧能源（旗
下远东福斯特），同时自
下而上推荐方正电机、
沧州明珠、宏发股份和
创力集团。
华西都市报记者 朱雷

补贴政策有望近期出台

年末销售有望大增

制图 高翔

三季报机构最看好的小市值绩优高增长股
国庆节后，市场热度出现明

显回升，沪指月内涨幅超过4%，
创出半年以来单月涨幅最高值。
在资产荒的背景下，行情的延续
性值得期待。

考虑到正值披露三季报高峰
期，良好的业绩或将带来更多资
产配置需求，对股价构成支撑刺
激作用，进而触发三季报行情。

一般来说，业绩引发的配置
需求，主要来源于机构。因此，在
业绩披露期券商机构发布相关更
多研报看好的股票，值得重点研
究。

数据宝统计显示，截至最
新，有近 700 家公司披露三季
报，10月份还有近700家披露三
季报预告。其中，已经披露季报

的公司中，宋城演艺有13家机
构出具买入评级研报；老板电
器、三花股份、聚光科技等个股
均有超过10家机构出具研报；
此外，安琪酵母、东方园林、东方
雨虹、亿利达等均有超过7家机
构出具研报。

尚未披露三季报但10月披
露了季报预告的公司中，西王食
品、网宿科技、汇川技术、中炬高
新等均有6家机构出具买入评级
研报；大亚圣象、文化长城、隆基
股份等均有5家机构出具研报；
神州数码、京蓝科技、云铝股份、
盈峰环境、易华录、苏交科、宜通
世纪等均有4家出具研报。

可以说，10月份以来的机构
研报大都会涉及到三季报的业绩

情况梳理。因此，研报的多少能
够从侧面体现机构对相关个股的
态度，正面抑或负面、抑或只是常
态化的研报，都有可能。结合市
场表现方面进行考察，或许更有
价值。

剔除次新股后，已经公布三
季报的公司中，科林环保披露业
绩 后 股 价 涨 幅 最 大 ，达 到
26.9%。不过该公司 10月份以
来没有一份机构买入评级研报，
或许说明该公司股价的异动并
非机构看好所致；翻阅公司季
报，也的确显示出该公司业绩难
言优异。进一步梳理发现，该公
司股价大涨更多源于控制权转
移所致。

据《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