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大市场齐发力

轨道交通行业迎来业绩拐点

本报记者 郭新志

一度被市场冷落的轨道交通行业正迎来业绩拐点。 尽管相关上市公司2019年度业绩预告尚未披露，但业绩增长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 除了2018年因铁总改革、项目暂缓造成全行业业绩基数较低的因素外，国铁市场每年投资额维持在8000

亿元高位、城市轨道交通投资高速增长，这两大市场带动轨交产业链上相关公司的业绩拐点来临。

“2019年业绩肯定是增长的，但2020年才是业绩真正大幅增长的时间” ，1月2日一位不愿具名的轨交零部件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预计，2020年是国铁大年，叠加城轨高速发展、铁路运维市场爆发，城轨相关公司业绩出现大幅

增长将不足为怪。 多位受访的轨交产业界人士表示，他们看好轨交核心装备、智能运维、智慧铁路类轨交公司的发展前景。

国铁市场投资保持高位

按照轨交行业的通行分类，轨交市场分为国铁市场（也叫“大铁市场” ，由国铁公司投资的铁路，包括客运铁路和货运铁路）和城轨市场（由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地铁、轻轨等）。

近年来，国铁市场的投资一直维持高位。 据统计，2012年至2018年，国内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完成6309.80亿元、6638亿元、8088亿元、8238亿元、8015亿元、8010亿元和8028亿元。

“尽管从总额上来看，国铁投资额较稳定，但2018年铁总改革暂停的一些项目订单在2019年已经相继恢复，2020年将更加明显” ，前述轨交零部件公司负责人称，2020年将是“国铁大年” ，反映在订单上，他所在公司目前2020年的订单已经大

大超过2019年的订单，而2019年的业绩同比已经有近30%增长。

1月2日，中国国家铁路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铁集团” ）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在公司工作会议上透露，2019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029亿元，其中国家铁路完成7511亿元；投产铁路新线8489公里，其中高铁5474公里。截至2019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3.5万公里。 而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12月26日在202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上则表示，2020年全国将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

看似国铁投资额增速停滞，但外界忽视了国铁大修周期来临所催生的轨交后市场。 “2011年、2012年投运的大量高铁、动车如今已经运行了7年多时间，即将迎来大修周期” ，运达科技一位人士1月2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国铁路经历了

“十二五”及“十三五”的建设高峰期，庞大的车辆保有量孕育了广阔的零部件市场机会。 随着大修期来临，轨交后市场空间广阔。

华创证券首席分析师李佳测算，根据行业经验，轨交运维支出一般占总投资的2%-3%，以中指2.5%测算，考虑重置成本每公里平均造价10亿元，仅城轨运维市场规模到2023年就有望达到4066亿元。

城轨市场维持高速增长

尽管如此，中国轨交市场近两年的亮点却集中在城轨市场。

相比国铁，城轨市场高速增长。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1月1日发布的统计快报显示，2019年中国内地新增城轨运营线路长度共计968.77公里，再创历史新高。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累计有40个城市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线路6730.27公

里。

从新增运营线路来看，2019年中国内地共新增温州、济南、常州、徐州、呼和浩特5个城轨交通运营城市；另有27个城市有新增线路（段）投运，新增运营线路26条，新开延伸线或后通段24段，新增运营线路长度合计968.77公里，再创历史新高。

2019年国家发改委共批复郑州、西安、成都3市的新一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新获批建设规划线路长度共486.25公里，总投资额共计3425.78亿元，获批线路系统制式全部为地铁；另有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方案调整获批 ，

此次调整设计项目线路长度共计201.2公里，总投资额1222.12亿元。

高速发展的城轨市场吸引了大批公司涌入。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获悉，国内城轨市场的主要商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前就专注于城轨市场的轨交零部件商；一类是以前专注于国铁市场的轨交零部件商，由国铁市场拓展至城轨市场 ；还有

一类是由网络、互联网领域跨界而来的公司，它们是城轨市场的新商家。

“城轨市场是必争之地，行业内有种说法叫得城轨者得天下” ，前述城轨零部件公司负责人说，国内城轨市场至少还有五年左右的发展黄金期，目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周晓勤2019年7月曾指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已进入高位稳定发展的阶段，全国6000多公里在建规模、4000亿至5000亿元 /年的投资规模、800多公里/年建成运营的规模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多家公司或迎来业绩拐点

中国中车旗下一家公司总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城轨市场、轨交后市场给全行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从2019年开始，轨交市场就逐步恢复，行业发展的拐点已经确立，预计相关轨交公司也将出现业绩拐点。

事实上，不少上市公司2019年业绩已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以神州高铁为例，公司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5.6亿元，同比增长20.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48亿元，同比增长20.13%。 1-9月公司新签合同24.05亿元，同比增长

31%。

众合科技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80亿元，同比增长42.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387.63万元，同比增长105.01%。

运达科技董事长何鸿云则称，轨交行业已近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公司很多订单将在2019年四季度确认收入，2019年大概率是公司的业绩拐点。

“站在产业的角度，我们看好智能检测、智能运维类的上市公司” ，上述中国中车子公司总经理说，轨交行业智能化将成为下一个发展的热点。 “很多地方将面临‘建得起、养不起’的困境” ，他说，如何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成为诸多轨交

运营单位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大量地铁公司还不盈利的状况下，轨交智能化显得尤为迫切。

事实上，先知先觉的公司已经布局。

神州高铁在轨交运维领域深耕20余年，形成了覆盖高铁、普货、货车、城轨的400余项轨交运营检测维护产品。 公司聚焦智能机器人、数据及网络技术、智能运营维护体系三大方向，开发整线运营新商业模式，有望带动公司释放新的增长潜

力。

运达科技依托西南交大强大的专业背景和轨交核心数据，公司在设备设计制造、网络传输、大数据、图像处理、数字双生等技术有深厚的沉淀，目前已形成一套具有列车状态感知与跟踪、故障诊断预警、剩余寿命预测、运维智能决策、作业自

动化等能力的智慧系统，并在广州地铁21#实现了完整系统的搭建和验证。

此外，众合科技、佳都科技、交控科技等公司在轨交智能检、智能运维等领域均有布局。

国铁集团：2020年确保投产高铁2000公里

□本报记者 崔小粟

1月2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铁集团” ）工作会

议在京召开。 会议透露，2020年铁路工作的主要目标包括：国家铁路

完成旅客发送量38.5亿人，货物发送量36.5亿吨；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

铁路投资任务，确保投产新线4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2000公里。

2019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逾8000亿元

2019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029亿元， 其中国家铁路完

成7511亿元；投产新线8489公里，其中高铁5474公里。 到2019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3.5万公里。

在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少数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累计完成铁路基建投资4175.8亿元， 占铁路基建投资总额的

75.9%； 西部地区完成铁路基建投资1588亿元， 占铁路基建投资的

28.9%。

在客货运量增长方面，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35.7亿人次、同

比增长7.7%，其中动车组旅客发送量22.9亿人次、同比增长14.1%；

完成货物发送量34.4亿吨，同比增长7.8%，其中集装箱、商品汽车、冷

链运输同比分别增长30.4%、13.5%、30.6%。

在推进铁路分类分层建设方面，进一步形成路地、路企合资合作

推进铁路建设模式。在2019年铁路基建投资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资

本金达到2095亿元，较2016年提高31.3个百分点。 推进杭绍台铁路、

盐通铁路等EPC项目，铁路建设市场化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国铁集团确立了2020年主要工作目标：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

量38.5亿人次，货物发送量36.5亿吨；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铁路投资

任务，确保投产新线4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2000公里；加快推动国

铁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川藏铁路重大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继续推动优质资产股改上市

会议强调，2020年国铁企业将加快推动股份制改造， 确保京沪

高铁、中铁特货等企业股改上市取得实质性成果。深化国铁企业公司

制改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铁企业治理体系，优化完善国铁企业

运行机制，加快推动国铁企业股份制改造，全面提升国铁资本经营质

量和效益。

在继续推动优质资产股改上市和上市企业再融资方面，确保京沪

高铁、中铁特货、金鹰重工、铁科轨道公司等企业股改上市工作取得实

质性成果，研究探索区域铁路公司、设计集团公司等重点企业股改上

市工作。 充分利用既有上市公司，推进资产并购重组，盘活存量资产。

在稳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 完善国铁企

业优质资产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方案，加强与银行机构的沟通对接，平

稳有序组织推进实施。推动所属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开辟铁路经营开发方面，推动一批土地综合开发项目落地实施。

加强铁路优势项目产研合作， 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运用并实现经营效

益。 用好国铁融资租赁公司平台，深化铁路装备投融资改革。 完善国铁

吉讯公司服务平台，拓展铁路客运服务产业链。 发挥铁路局集团公司专

业优势，拓展地方铁路和非控股合资铁路运维市场。 整合铁路全产业链

大数据资源，充分挖掘铁路大数据资源的市场价值。

上交所公开谴责澄星股份

及其控股股东、时任高管等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交所2020年1月2日披露，澄星股份存在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且

未披露、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等违规情况，决

定对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李兴、时任副

董事长兼总经理傅本度、 时任董事兼财务总监

周忠明、时任财务总监华平予以公开谴责；并公

开认定周忠明十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开认定傅本度三年

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对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夏正华，时任董事

李岐霞，时任董事兼副总经理钱文贤、赵俊丰、

钱钧， 时任副董事长陆宏伟， 时任独立董事卢

青、沈晓军、马丽英、王国尧、沈国泉、王荣朝，时

任监事刘伟东、江新华、江国林，时任副总经理

黄晓鸣予以通报批评。 上述纪律处分将通报中

国证监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 并记入上市公司

诚信档案。

与控股股东等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且未披露

2011年至2014年，澄星集团及其关联方通

过银行划款或银行票据方式占用澄星股份及其

控股子公司资金。 2011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

发生额8.98亿元，占当期净资产的48.41%；截至

2011年12月31日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2.33亿

元，占当期净资产的12.56%。 2012年度，关联方

资金占用发生额1.87亿元， 占当期净资产的

10.27%；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关联方资金占用

余额2.33亿元，占当期净资产的12.51%。 2013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发生额4.7亿元，占当期

净资产的24.74%；截至2013年12月31日资金占

用余额3299.31万元， 占当期净资产的1.74%。

2014年度， 关联方资金占用发生额3.5亿元，占

当期净资产的17.99%；截至2014年12月31日资

金占用余额3299.31万元， 占当期净资产的

1.70%。

上交所表示， 上述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金额巨大， 占用时间较

长，严重违反了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且公司未按规定在

2011年至2014年年报中披露上述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也未履行临

时公告的披露义务。

另外，2011年至2013年， 澄星集团及其关

联方通过银行划款方式向澄星股份及其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其中，2011年关联方提供

财务资助42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2.59%。 2012年，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1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39%。 2013年，关

联方提供财务资助5.7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0.62%。 上述提供的财务资助，公司

均于当年全部归还。 上述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事项金额较大，涉及时间较长，公司未履行临时

公告的披露义务。

2011年、201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公司2011年年报应收票据虚增9780万元，

应付票据虚减2亿元， 其他应收款虚减2.978亿

元，合计虚减金额占当年总资产比例为2.92%。

其中，票据背书延迟入账导致2011年末应付票

据虚减2亿元，其他应收款虚减2亿元；不真实

票据交易导致2011年末应收票据虚增9780万

元，其他应收款虚减9780万元。 2012年年报应

收票据虚增9513.80万元，应付票据虚减2亿元，

其他应收款虚减2亿元， 预付账款虚减9513.80

万元， 合计虚减金额占当年总资产比例为

3.45%。其中，票据背书延迟入账导致2012年末

应付票据虚减2亿元， 其他应收款虚减2亿元；

不真实票据交易导致2012年末应收票据虚增

9513.80万元，预付账款虚减9513.80万元。公司

上述会计期间的年度报告相关披露不真实、不

准确。

上交所表示，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且未披露、 未及时披露接受控股股东

资助以及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事项， 金额巨

大，情节严重，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等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澄星集团

长期违规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 严重违反了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 公司实际控制

人暨时任董事长李兴， 作为公司信息披露及规

范运作的第一责任人， 对公司上述三项违规行

为承担主要责任。 时任董事兼财务总监周忠明

直接决策并实施了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事项，签

署确认相应涉案年度报告， 是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且未及时披露的直接责任

人，并对公司其余两项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傅本度作为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事项的主要负责人， 签署确认相应涉案

年度报告， 对公司上述三项违规行为承担主要

责任。

上海公布药品集采补充文件

保障中标品种优先地位

□本报记者 戴小河

上海阳光采购网2019年12月31日发布 《全

国药品集中采购上海地区补充文件》（简称 《补

充文件》）， 主要内容涉及上海地区企业申报、药

品配送、质量检测、三方协议、货款支付、中选药品

使用等内容， 保障中标品种在日常使用和销售回

款方面的优先权益。

优先使用中标品种

《补充文件》 要求上海地区的医疗机构必须

优先使用中标品种，对货款须按时支付，保障中标

企业的地位和权益。

对于中标品种的使用上，《补充文件》 指出，

上海市所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用全

国药品集采中选药品， 使用量原则上与上一年度

水平相当。医疗机构使用中选药品，按本市有关部

门规定均视作符合“一品两规” 要求。中选企业承

诺按中选价向本市有需求且能保证在30日内回

款的各医保定点药店供应中选药品。

申报企业中标后，将由工作机构、中标企业与

指定配送企业签订三方协议， 中标企业应按三方

协议约定支付配送企业药品配送费用，不得拖欠。

工作机构分三次向指定配送企业专用账户支付中

标药品货款：在签订《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购

销三方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工作机构向指定配

送企业支付全部货款的50%； 采购周期执行半年

或采购量达到协议约定采购量50%后， 工作机构

向指定配送企业支付全部货款的45%； 在完成约

定采购量后， 工作机构对指定配送企业货款进行

清算，清算完成后支付剩余货款。

天风证券医药研究团队认为， 上海发布的集

采补充文件，保证了中标药品的优先采购和使用，

未中标药品用量不得超过中标品种， 未中标药品

价格需要梯度降价。 文件同时要求中标药品货款

的及时支付。总体来看，中标药品的优先地位得到

了较好保证。

多家上市药企入选

在上海地区针对全国集采发布补充文件之

前，国家医保局和卫健委也在2019年12月18日联

合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

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旨在为做好新版

医保目录和国家谈判品种的落地工作， 督促各地

市做好全国集采的执行工作。

《通知》提出，各地要按规定的时限，将97个

谈判药品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直接挂网；

及时组织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签订协议，医

疗机构根据协议规范采购。

《通知》从药品挂网、终端配送、医保支付及

动态监管等方面都做出明确而细致的要求， 强调

不得以医保总额控制、 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数量限

制、药占比等为由，影响谈判药品配备、使用。

监管部门专门对医保谈判品种的落地工作做

出部署， 显示国家层面对于医保新纳入品种的有

力支持。随着谈判品种落地，有助于优化医保产品

结构，提高老百姓的用药水平并降低用药负担。

对于药企来说， 医保是药品快速放量的唯一

途径。 本次国家谈判成功共有97个品种，涉及18

家公司的24个品种入选。 恒瑞医药和天士力各有

三款品种入选， 亿帆医药和康缘药业各有两款品

种入选，其余公司各入选一款品种。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 入选品种皆为各

公司的独家品种或创新药， 分别是恒瑞医药的马

来酸吡咯替尼片、硫培非格司亭注射液、甲磺酸阿

帕替尼片；天士力的注射用丹参多酚酸、注射用益

气复脉（冻干）、注射用重组人尿激酶原；亿帆医

药的麻芩消咳颗粒、复方黄黛片；康缘药业的参乌

益肾片、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

此外，还有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浙

江医药的苹果酸奈诺沙星胶囊； 华东医药的阿卡

波糖咀嚼片；海思科的精氨酸谷氨酸注射液；丽珠

集团的注射用艾普拉唑；凯宝药业的痰热清胶囊；

红日药业的血必净注射液； 华森药业的八味芪龙

颗粒； 吉林敖东的杜蛭丸； 信立泰的阿利沙坦酯

片；江苏豪森的吗啉硝唑氯化钠注射液；西藏药业

的注射用重组人脑利钠肽； 康弘药业的康柏西普

眼用注射液；微芯生物的西达本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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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市场齐发力

轨道交通行业迎来业绩拐点

□本报记者 郭新志

一度被市场冷落的轨道交通行业正迎来业绩拐点。 尽管相关上市公司2019年度业绩预告尚未披露，但业

绩增长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除了2018年因铁总改革、项目暂缓造成全行业业绩基数较低的因素外，国铁市场

每年投资额维持在8000亿元高位、城市轨道交通投资高速增长，这两大市场带动轨交产业链上相关公司的业

绩拐点来临。

“2019年业绩肯定是增长的， 但2020年才是业绩真正大幅增长的时间” ，1月2日一位不愿具名的轨交零

部件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预计，2020年是国铁大年，叠加城轨高速发展、铁路运维市场爆发，城

轨相关公司业绩出现大幅增长将不足为怪。 多位受访的轨交产业界人士表示，他们看好轨交核心装备、智能运

维、智慧铁路类轨交公司的发展前景。

国铁市场投资保持高位

按照轨交行业的通行分类，轨交市场分为国铁市场（也叫“大铁

市场” ，由国铁公司投资的铁路，包括客运铁路和货运铁路）和城轨

市场（由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地铁、轻轨等）。

近年来，国铁市场的投资一直维持高位。据统计，2012年至2018

年， 国内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完成6309.80亿元、6638亿元、

8088亿元、8238亿元、8015亿元、8010亿元和8028亿元。

“尽管从总额上来看，国铁投资额较稳定，但2018年铁总改革暂

停的一些项目订单在2019年已经相继恢复，2020年将更加明显” ，

前述轨交零部件公司负责人称，2020年将是“国铁大年” ，反映在订

单上， 他所在公司目前2020年的订单已经大大超过2019年的订单，

而2019年的业绩同比已经有近30%增长。

1月2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铁集团” ）董事

长、 党组书记陆东福在公司工作会议上透露，2019年全国铁路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8029亿元，其中国家铁路完成7511亿元；投产铁路新

线8489公里，其中高铁5474公里。截至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达到13.9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3.5万公里。 而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

鹏12月26日在202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上则表示，2020年全国将

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

看似国铁投资额增速停滞， 但外界忽视了国铁大修周期来临所

催生的轨交后市场。“2011年、2012年投运的大量高铁、动车如今已

经运行了7年多时间，即将迎来大修周期” ，运达科技一位人士1月2

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国铁路经历了“十二五” 及“十三五” 的

建设高峰期，庞大的车辆保有量孕育了广阔的零部件市场机会。随着

大修期来临，轨交后市场空间广阔。

华创证券首席分析师李佳测算，根据行业经验，轨交运维支出一

般占总投资的2%-3%，以中指2.5%测算，考虑重置成本每公里平均

造价10亿元，仅城轨运维市场规模到2023年就有望达到4066亿元。

城轨市场维持高速增长

尽管如此，中国轨交市场近两年的亮点却集中在城轨市场。

相比国铁，城轨市场高速增长。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1月1日

发布的统计快报显示，2019年中国内地新增城轨运营线路长度共计

968.77公里，再创历史新高。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累计有

40个城市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线路6730.27公里。

从新增运营线路来看，2019年中国内地共新增温州、 济南、常

州、徐州、呼和浩特5个城轨交通运营城市；另有27个城市有新增线

路（段）投运，新增运营线路26条，新开延伸线或后通段24段，新增

运营线路长度合计968.77公里，再创历史新高。

2019年国家发改委共批复郑州、西安、成都3个城市的新一轮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新获批建设规划线路长度共486.25公里，总投

资额共计3425.78亿元，获批线路系统制式全部为地铁；另有北京市

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方案调整获批， 此次调整设计项目线

路长度共计201.2公里，总投资额1222.12亿元。

高速发展的城轨市场吸引了大批公司涌入。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

研获悉，国内城轨市场的主要商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前就专注于城

轨市场的轨交零部件商； 一类是以前专注于国铁市场的轨交零部件

商，由国铁市场拓展至城轨市场；还有一类是由网络、互联网领域跨

界而来的公司，它们是城轨市场的新商家。

“城轨市场是必争之地， 行业内有种说法叫得城轨者得天下” ，

前述城轨零部件公司负责人说， 国内城轨市场至少还有五年左右的

发展黄金期，目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周晓勤2019年7月曾指出，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已进入高位稳定发展的阶段，全国6000多公里在

建规模、4000亿至5000亿元/年的投资规模、800多公里/年建成运营

的规模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多家公司或迎来业绩拐点

中国中车旗下一家公司总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城轨市场、

轨交后市场给全行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从2019年开始，轨交

市场就逐步恢复，行业发展的拐点已经确立，预计相关轨交公司也将

出现业绩拐点。

事实上，不少上市公司2019年业绩已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以

神州高铁为例，公司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5.6亿元，同比增长

20.9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48亿元， 同比增长

20.13%。 1-9月公司新签合同24.05亿元，同比增长31%。

众合科技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80亿元， 同比增长

4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387.63万元， 同比增长

105.01%。

运达科技董事长何鸿云则称，轨交行业已经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公司很多订单将在2019年四季度确认收入，2019年大概率是公司的

业绩拐点。

“站在产业的角度，我们看好智能检测、智能运维类的上市公司” ，

上述中国中车子公司总经理说， 轨交行业智能化将成为下一个发展的

热点。“很多地方将面临‘建得起、养不起’的困境” ，他说，如何提高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成为诸多轨交运营单位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目

前大量地铁公司还不盈利的状况下，轨交智能化显得尤为迫切。

事实上，先知先觉的公司已经布局。

神州高铁在轨交运维领域深耕20余年，形成了覆盖高铁、普货、

货车、 城轨的400余项轨交运营检测维护产品。 公司聚焦智能机器

人、数据及网络技术、智能运营维护体系三大方向，开发整线运营新

商业模式，有望带动公司释放新的增长潜力。

运达科技依托西南交大强大的专业背景和轨交核心数据， 公司

在设备设计制造、网络传输、大数据、图像处理、数字双生等技术有深

厚的沉淀， 目前已形成一套具有列车状态感知与跟踪、 故障诊断预

警、剩余寿命预测、运维智能决策、作业自动化等能力的智慧系统，并

在广州地铁21#实现了完整系统的搭建和验证。

此外，众合科技、佳都科技、交控科技等公司在轨交智能检测、智

能运维等领域均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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