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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 (2338 HK; 9.69 港元; 目标价: 17.8 港元)  
业绩预告超预期  长期价值被低估    
 
事项：7 月 9 日，公司披露的半年度业绩预告：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39.8 亿

元至 45 亿元，同比增长 50%至 70%。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评论：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区间为 39.8 亿-45 亿元，超市场预期。2018Q1，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2.1 亿元，同

比+12.1%；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9.9 亿元，同比+70.6%。此前，市场对公司二季度净利润一致预期为 19-20
亿元，此次二季度单季净利润区间为 19.9-25 亿元，超市场一致预期。春节后，重卡行业销量连创新高和大排

量发动机渗透率持续提升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1-6 月重卡行业累计销售 67.0 万辆，同比增长 15%。

其中，今年牵引车的销量占比下降，而自卸车、搅拌车等工程车占比提升，一方面是由于基建投资增速超预

期，另外一方面主要是环保升级导致换车加速。 
 
大功率发动机渗透率提高，单台盈利持续提升。2017 年公司销售重卡发动机 37 万台，同比+86.9%，市占率

从 2016 年的 27%提升到 33%，提升 6.1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一方面，重卡销量创新高，市场份额向具备产

能弹性的第三方龙头集中；另一方面，12、13L 等重型发动机占比提升，公司是国内少数具备大排量发动机生

产能力的厂商，2017 年 10L 升以上发动机占比达 41%，单台盈利预计提升 5000 元以上。今年以来，公司产

品升级持续，12、13L 发动机占比继续提升，给公司今年业绩确定性提供有力保障。 
 
行业环保升级明确：京津冀地区国 III 及以下重卡加速淘汰，预计 2018 年重卡销量有望冲击 110 万辆。2017
年重卡销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112 万辆。我们认为，2018 年环保升级、工程类重卡需求提升将是行业的潜在

超预期因素。目前超过 600 万辆的重卡保有量中，预计国 III 及以下的重卡占比达到 50%以上。按照今年 5 月

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精神和具体要求：交通部在加强车辆结构升级方面等加快推进：到 2020 年

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淘汰国三及以下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 100 万辆以上。考虑上半年重卡的持续高景气，预

计 2018 年重卡销量有望冲击全年 110 万辆的水平，大幅好于年初市场 90 万辆的预期。 
 
长期战略发展：智能物流全球领先，加速布局燃料电池业务。继公司董事长提出再造两个潍柴的目标之后，

17 年底公司发布 2020-2030 战略，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传统业务（动力总成等）超越世界一流水平，到 2030
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公司将加快突破氢燃料电池、固态氧化燃料电池、固态锂电池核心技术等电池技

术，柴油机热效率等燃油机技术，智能驾驶、智能物流、智能装备等智能化业务。德马泰克是全球领先物流集

成商，未来公司多业务（重卡+液压+叉车+智能物流+新能源）协同发展远景可期，带动公司从周期向成长转

型。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不达预期；重卡行业销量不达预期；海外业务拓展不及预期等。 
 
建议关注：我们上调公司盈利预测至 2018/19/20 年 EPS 为 1.00/1.09/1.21 元，(原预测为 0.94/1.01 /1.08)。
公司是国内重卡发动机龙头，拥有本轮核心的大功率发动机资产；中长期发展战略清晰，智能物流、氢燃料电

池打造全球一流。我们认为，公司合理估值为 2018 年 15 倍 PE，上调目标价至 A 股 15.0 元，H 股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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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