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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超预期  债转股降杠杆促增长    
 
业绩超预期。高基数下营收+5.3%，净利+23.9%,设计咨询、地产、物贸增速较快。2018 年上半年公司营收

3145.0 亿元，同比+5.3%；叠加毛利率改善，归母净利润同比+23.9%至 95.5 亿元，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同时公司计提减值损失 22.1 亿元) 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21.6%至 92.3 亿元；对应 EPS 0.39 元 (同比

+27.1%)。基建收入稳增，勘察设计咨询和地产收入较快增长，此外，物贸业务营收同比+13.8%至 93.6 亿

元。 

 

基建毛利率提升带动毛利率+0.7pct 至 10.4%，三费率均增加，经营现金流持续流出，融资规模扩张、债转股

导致筹资现金流转为流入。2018 年上半年公司综合毛利率增长至 10.4% (同比+0.7pct)，主要为基建板块毛利

率提升 (基建毛利率同比+0.7pct 至 7.6%)，叠加毛利率较高的工程设备制造/地产板块增长较快所致。2018 年

H1 公 司 三 费 率 4.4% ( 同 比 +0.5pct) ， 其 中 销 售 / 管 理 / 财 务 费 用 率 为 0.5%/3.1%/0.8% ， 同 比

+0.04pct/+0.1pct/+0.3pct；财务费用同比+80.42%，主要原因是融资规模加大、开展 ABS 业务使利息增加及

汇兑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新签合同额总体稳增，板块分化，铁路优于公路，城轨小幅下行，在手订单充裕。2018 年上半年公司新签合

同额稳增，达 6,347.0 亿元，同比+13.0%。基建中公路板块受上半年 PPP 项目规范等影响，公司获 PPP 公路

工程订单减少，新签订单同比-14.5%至 937.8 亿元；公司在大中型铁路建设市占率达 57.9%，铁路新签订单

同比+10.4%至 889.2 亿元；受益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市政板块新签订单同比+17.5%至 3,441.0 亿元，但受上

半年国家城轨交通建设规划审批放缓等影响，城轨订单同比-4.9%至 1,101.6 亿元。公司境内海外业务均有所

增长。2018 年 H1 公司未完成合同额为 27,695.8 亿元 (同比+7.7%)，在手订单收入比达 4.0，在手订单充裕。 

 

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有序实施，降低资产负债率。截至上半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相比年初降 1.33pcts 至

78.56%，主要由于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的有序实施。2018 年 8 月公司拟以 6.87 元/股的价格向 9 名机构投资

者发行 16.96 万股共 116.5 亿元，购买二局工程等四家工程局股权，各投资机构共增资 115.9 亿元偿还工程局

债务。债转股的实施短期内 EPS 虽有一定摊薄，但在目前央企新增订单空间因国资委严控杠杆而受限，而铁

总提高投资额指引，基建将触底回升的背景下，预计公司债转股的实施将一定程度突破接单限制，率先享受行

业触底回升的红利。 

 

风险因素：铁路业务市场空间缩小，债转股实施进度不及预期。 

 

建议关注。考虑到公司新签订单稳增，在手订单充裕，在铁总提高投资额指引、基建将触底回升的背景下，我

们看好公司基建等业务的持续增长动力，维持 2018/19/20 年 EPS 预测 0.72/0.80/0.88 元，给予 A/H 股目标价

8.6 元/7.6 港元 (分别对应 2018 年 PE 为 11.9x/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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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