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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世特 (1316 HK; 13.1 港元; 目标价: 18.8 港元)  
转向系统二次变革  智能驾驶核心龙头    
 
公司 2017 年业绩低于预期，但向智能驾驶领域升级的逻辑未变，回调带来很好的买入机会。2017 年美国汽

车销量 1765 万辆，同比下降 1.7%。受北美车市低迷影响，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 38.8 亿美元，仅同比增长

0.9%；EBITDA 为 6.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9.4%至 3.5 亿美元。公司根据特朗普

税收新政，调节了未来递延所得税，取得一次性 3900 万美元的收益；公司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6.1%。公司

在具备 ADAS 功能的新产品开拓，以及技术储备方面进展顺利，长期向智能驾驶领域升级的逻辑未变。同时，

公司订单结构中将有 57%来自于北美（当前 65%），24%来自于亚太，19%来自于欧洲和南美，区域分布更为

均衡。 
 
从“助力”到“智能”，转向系统将迎来行业的二次变革。转向系统作为汽车最重要的执行部件之一，目前逐

渐完成了从“机械”到“电子助力”的升级。展望未来，在智能驾驶时代将更为侧重开发软件层面的高级功

能，包括：主动转向提示、自动泊车、车道偏离预警等。实现从“助力”向“智能”升级的过程中，将导致系

统代码的大幅增加，如：从当前 EPS 转向 430 万行代码向线控转向 1350 万行代码的转变，行业技术壁垒将

进一步提高，进而带来转向系统单车价值量的提升，以及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公司收入增速低点已过，具备 ADAS 功能的 EPS 产品将于今年量产。通用、福特从 2017 年下半年起陆续进

入产品换代周期，其中耐世特将重新进入福特 C 平台配套体系，配备福克斯、翼虎、林肯 MKC 等车型。同

时，首个搭载公司 ADAS 功能 EPS 的车型——雪佛兰 Bolt 自动驾驶版 (C-EPS) 以及 Waymo (R-EPS) 将于今

年量产，预计该 EPS 产品单价将提升一倍以上。同时，公司于 2017 年新增投产项目 32 个，并新增比亚迪、

广汽、雷诺等新客户。此外，预计将为广汽和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装备 EPS。 
 
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前瞻的业务布局，公司有望成为智能驾驶时代执行单元的核心龙头。公司转向系统收入

占比 85%，6.4%的研发支出占比持续领跑行业，新一代 ADAS 产品和线控转向技术储备充足。目前公司已经

和多家整车厂开启 7 个 ADAS 产品和 2 个线控转向项目的同步研发。同时，公司已与大陆汽车合资共同开发

ADAS 时代的“转向+制动”技术；与 WABCO 合资计划进入商用车领域，通过 MTO 产品为卡车、客车带来

ADAS 解决方案；与 Waymo 全面合作，为无人驾驶 L4 落地提供解决方案。我们坚定看好公司成为智能驾驶

时代的转向系统龙头。 
 
风险因素：配套车型销量不达预期；新产品开发速度低于市场预期；智能驾驶技术发展进度低于预期。 
 
建议关注：公司是智能驾驶领域的稀缺标的，未来有望在转向系统从“助力”向“智能”转变的二次变革中进

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收入、盈利增长角度看，2018 年也将重新进入增速上行的通道。而且随着订单结构的

改善，也将减少对于单一市场的依赖。维持 2018\19 年 EPS 为 0.15\0.18 美元 (2017 年：0.14 美元) 的预测，

当前股价 13.1 港元，分别对应 2017/18/19 年 11.9/11.5/9.9 倍 PE。综合考虑可比公司估值，以及未来智能驾

驶领域的市场空间，我们认为公司合理估值为 2018 年 15-16 倍 PE，调升目标价至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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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