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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煤机 (564 HK; 5.02 港元; 目标价: 6.89 港元)  
汽车板块再上层楼  打开长期成长空间    
 
现金收购博世 SG 100%股权，标的质地全球领先，汽车零配件布局再下一城 
博世 SG 主营起动机、发电机、起停电机及 48V BRM 能量回收系统，产品较日本电装、三菱电机、法雷奥等
竞争对手种类更为齐全。SG 作为博世公司起动机和发电机业务平台，与戴姆勒、宝马、大众等知名整车厂保
持长期合作，具备国际一流的技术、生产能力和全球销售网络。公司此次收购资产含德国、西班牙、墨西哥、
巴西、印度、长沙、长春、匈牙利 8 个制造中心，在国内电机厂短期难以依靠自主发展实现跨越的背景下，公
司收购博世电机业务对本土电机行业意义重大，也是公司继亚新科后在汽车零配件行业布局的又一里程碑。本
次收购基础交易价格 5.45 亿欧元，标的资产预估值为 57653 万欧元，静态 EV/EBITDA=7.69 倍，所需现金拟
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 
 
短期看，SG 剥离费用后续无重大影响，核心团队稳定，稳健经营可期 
博世 SG 2015 和 2016 年实现营收 14.87 亿和 14.33 亿欧元，净利润-994 万和-4502 万欧元主要受剥离费用
(分别为 7920 万和 2040 万欧元) 影响，剔除影响则净利润分别为 393 和 884 万欧元。假设 SG 年底顺利交
割，则 2018、2019 年的剥离费用 3390 万和 440 万欧元将依照合同约定由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不影响
公司当期业绩。目前 SG 公司 90.99%德国研发人员 (100% SL3 及以上核心技术人员) 完成转移，公司已取得
主要客户转让同意函，启用新商标及标识影响可控，考虑到行业客户粘性大、SG 产品吸引力高、整车研发周
期长的特点，我们认为 SG 经营仍将延续稳定。 
 
长期看，中国及北美市场前景广阔，48V 系统有望跨越式发展 
目前 SG 欧洲营收占比较高，中国和北美市场仍有较大开发潜力，公司将通过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形成新的增
长点，SG 可通过亚新科本土采购渠道降低成本，公司汽车产品有望通过 SG 渠道开拓国内和海外市场，协同
效应值得期待。2020 年中国及美国乘用新车平均油耗标准将降至 5 升/百公里，48V 起停电机有望在两地取得
跨越式发展，SG、德尔福、法雷奥等公司均已推出 48V 产品，展现出乐观的前景预期，公司有望在市场爆发
中充分受益。 
 
煤机主业毛利率有望回升，关注资产减值冲回带来的业绩弹性 
公司液压支架吨单价已从 16Q4 0.9-1 万升至 1.2-1.3 万，随着钢材涨价速度放缓，产品转嫁能力将逐步体现，
我们预计 17Q3-17Q4 公司毛利率有望进入改善通道。上半年公司资产减值 460 万较上年同期 1.57 亿大幅改
善，期间煤机回款同比增长 52%，我们认为公司资产减持高峰已过，冲回弹性值得期待。 
 
风险提示 
煤炭景气度下行；应收账款回款风险；并购整合不及预期等。 
 
建议关注 
亚新科并表后经营良好，展现出公司较强的管理能力，博世 SG 研发、生产及渠道均位居全球领先地位，若并
购顺利完成公司汽车板块综合实力将再上台阶，同时煤机更新周期将带来需求托底，坏账冲回有望贡献业绩弹
性，我们看好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年内煤机主业订单高增，但考虑到钢价涨幅短期拖累毛利率，我们下调
2017-2019 年盈利预测至 4.0/8.2/10.5 亿元 (原预测 6.1/9.0/11.1 亿元)，对应 EPS 0.23/0.47/0.60 元，维持 A
股目标价 10.90 元 (对应 2018 年 23 倍 PE)，H 股目标价则为 6.89 港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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