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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冠德 (934 HK; 4.67 港元; 目标价: 6.8 港元) 
码头、管输业务齐头并进  海外开拓有空间    
 
中石化冠德：中国石化股份公司旗下唯一国际化仓储物流平台 
公司是中石化控股的一家储运和贸易公司，主营原油接卸、储存和运输，以及天然气管道输送业务。公司是中

国石化母公司旗下定位国际化仓储物流的唯一平台公司。在国内，公司通过参股控股形式拥有惠州华德石化等

7 个原油码头，年码头设计吞吐量达 2.72 亿吨；于 2015 年收购母公司旗下榆济管道有限公司，开启天然气管

道输送业务。在国外，公司共有 4 个仓储区域，总设计容量达 278 万立方米。 
 
公司是国内原油码头服务龙头，将受益于我国原油进口较快增长 
公司是国内原油码头服务龙头企业，旗下码头吞吐量占国内原油进出口总量 50%以上。2017-2020 年，国内

进入新一轮的炼化产能投产高峰，加上非国营原油进口贸易额度持续提升 (预计 2018 年额度同比增长超过

60%)，我们预测国内原油进口量将有年均超过 10%以上的高速增长，特别是 2018-2019 年，年均增速可能超

过 15%。在此背景下，公司将充分受益于自身码头资源与新建炼化项目地域的高度契合，预计公司原油吞吐

量 2018-2020 年年均增速 40%以上。 
 
油气改革不断推进，公司天然气管输业务盈利空间已经打开 
随着油气改革、天然气定价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预计 2017-2020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速将超过 13%，

特别是 2017-2018 年煤改气带来需求脉冲式增加，国内天然气供需格局从“供应过剩”走向“季节性紧张”。天然

气管输企业将受益于输气量增加。2017 年开始，公司旗下榆济管线受山东 LNG 接收站竞争冲击趋弱，另外新

折旧规定降低折旧成本、输气能力扩张后输气量上升将充分对冲管输费下降带来的利空，榆济管线盈利空间已

经打开。 
 
海外拓展或提速 
随着中国石化 LNG 进口业务规模的扩大，预计公司 LNG 船运业务盈利规模将稳步提升。随着国内油气及炼化

市场向民营企业开放，竞争进一步市场化格局的形成，预计国有石油公司出海开拓市场的步伐将提速。而作为

中国石化国际化仓储物流唯一平台的冠德预将受益于这个趋势。 
 
风险因素 
1、原油进口不及预期；2、榆济管道扩能项目不及预期；3、公司在印尼巴淡项目仲裁案给公司带来负面影

响。 
 
建议关注 
公司原油码头服务和天然气管输业务均迎来发展良机，海外市场开拓也有想象空间。预测公司

2017/2018/2019 年 EPS 分别为 0.44/0.57/0.61 港元，参考同行 2018 年估值，结合 A-H 估值差异，给予公司

18 年 PE12 倍，目标价 6.80 港元，建议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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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