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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煤机 (564 HK; 4.97 港元; 目标价: 6.76 港元) 
煤机盈利企稳上行  汽车板块持续推进    
 
煤机主业：订单景气仍将延续，毛利率有望回升带动盈利改善 
2017 年前三季度，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53.48 亿元，同比增长 94.18%，我们在 2016 年报告中对公司今年

收入的测算持续兑现。根据我们测算，2017-2018 年液压支架实际更新需求分别为 82 和 89 亿元，结合公开的

煤机订单招标情况，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新接订单景气仍有望持续。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3.19 亿

元，同比增长 149.06%，综合毛利率 21.51%受到钢材涨价冲击。据草根调研，目前公司液压支架产品的吨单

价从 16Q4 的 0.9-1 万元提高至 1.4 万元，而且后续仍有提价可能，钢材大幅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有望逐步消

化，结算毛利率有望回升将显著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水平。 
 
汽车板块：第二主业持续壮大，48V 混合系统打开市场空间 
公司顺利完成亚新科资产包的收购之后经营顺利，展现出扎实的管理能力，切入汽车零部件市场迈出稳健的第

一步。公司收购博世 SG 正在如期推进，目前已顺利获得国家发改委备案，我们预计交易有望在年内完成。博

世 SG 在汽车起动机、发电机、起停电机及 48V BRM 能量回收系统等产品上技术领先，具备完善的全球销售

网络，且中国区工厂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据 IHS 预测，到 2025 年 48V 混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将占全球轻混

动车 95%，几乎占全球混动汽车总量一半，对应的市场空间或超过 600 亿元，同时中国到 2025 年可能生产

800 万台 48V 车型，将成为 48V 技术主要市场，后续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制和双积分政策有望推动 48V 未来

加速渗透，SG 有望凭借技术实力快速发展，与亚新科 48V 业务协同效应同样可期。 
 
煤企现金流改善或带来大额坏账冲回，公司业绩弹性可期 
2017 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费用率 4.79%与管理费用率 8.60%合计同比下降 0.11 个百分点，财务费用因利息

支出的原因，由-5494 万元转正至 6500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方面，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净冲回 6490 万元 (上半

年计提 460 万)，随着煤企现金流改善，2017/2018 年减值压力有望大幅缓解，2014/2015 年资产减值损失高

峰 3.5/3.9 亿元拖累业绩，随着减值高峰过去，资产减值有望带来可观的业绩弹性。我们假设 2018 年 3 年期

以上坏账准备回款 23%、38%，测算对应的资产减值分别为-4381 和-16994 万元，有望增厚公司当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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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亚新科并表影响，公司前三季度煤机主业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表明公司通过产品提价，实现了部分原材

料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成本端压力，随着公司吨结算价升至 1.3-1.4 万水平，主业毛利率有望回升至合理中

枢，毛利率环比改善趋势确定性高，主业利润规模将迎来显著提升，煤企回款改善带来的资产减值净冲回也有

望贡献业绩弹性。在公司打造的汽车零部件第二主业方面，亚新科经营稳健整合顺利，博世 SG 技术和渠道全

球领先，板块实力将再上台阶。SG 整合后具有较高的释放利润潜力，48V 产品前景广阔，我们看好公司长期

投资价值。考虑到公司收购 SG 属于大型海外并购，需要支付较高相关费用，我们下调 2017 年盈利预测至

1.7 亿元 (原预测 4.0 亿元)，维持 2018-2019 年净利润预测 8.2/10.5 亿元，对应 EPS 0.10/0.4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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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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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