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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声科技 (2018 HK; 46.45 港元; 目标价: 43.35 港元)  
声学及马达业务仍处探底阶段  19 年关注产品线拓展带来的产能利用率提
升    
 
手机需求疲弱叠加竞争加剧，2018 年营收及利润增速分别同比-14%/-28.7%，影响延续至 2019 年。公司发布

2018 年全年业绩，实现营收 181.31 亿元，同比-14.1%，实现归母净利润 37.96 亿元，同比-28.7%，公司毛利

率整体下行 4.1pcts 至 37.2%，净利率降 4.3pcts 至 20.9%。整体看，公司 2018 年受下游手机端需求疲弱影响

叠加竞争加剧，收入及利润增速均放缓，各产品线产能利用率下行，此影响预计持续至 19 年，19Q1 净利润预

计在 2.8-3.9 亿元。 
 
整体而言，板块占比中电磁式零件贡献显著下滑，光学业务贡献首次达 3%。板块占比而言，公司声学/电磁式

零件/微机电系统/其他产品四大产品线 18 年分别贡献营收 47.8%/43.5%/4.5%/4.2%，分别贡献毛利

47.87%/48.05%/3.22%/0.86%，其中电磁式零件业务毛利贡献显著降低，光学业务收入同比大增 240%至其他

产品营收贡献+2.5pcts。 
 
分部而言，声学及触控马达业务 18 年处探底阶段，19 年关注 SLS 渗透提升、多品类马达新业务及光学板块

一体化布局。分产品来看，公司 2018 年 (1) 声学业务实现营收 86.8 亿 (同比-9.4%)，实现毛利 32.28 亿 (同比

-17.4%)，毛利率同比-3.6pcts至37.2%，主要系产品结构升级放缓，叠加行业竞争加剧，传统产品价格承压。 
(2) 电磁式零件业务实现营收 78.8 亿 (同比-23.8%)，毛利 32.4 亿元 (同比-28.7%)，毛利率同比-2.8pcts 至

41.1%，主要源于触控马达产品 ASP 及出货量承压，下游高端机型销量低于预期致产能利用率不高。 (3) 微机

电系统业务实现营收 8.14 亿元 (同比-3.9%)，主要系产品规格升级放缓致单价下跌，毛利 2.17 亿元 (同比

+14.2%)，毛利率升 4.2pcts 至 26.6%，主要源自公司大幅提高产品设计、ASIC 芯片自制比例，成本结构优化

效果显著。 (4) 其他产品业务实现营收 7.6 亿 (同比+117%)，其中光学板块实现营收 5.5 亿元，营收占比扩大

至 3%，主要源自光学业务渗透入主要安卓端客户，3D 混合镜头量产出货；实现毛利 0.58 亿 (同比-24.7%)，
毛利率下降 14.4pcts 至 7.63%，主要系项目规模较小，产品单位成本仍相对较高。 
 
风险因素：汇率波动、大客户销量疲弱、行业竞争加剧、光学进展缓慢。 
 
建议关注：公司为世界领先的电声器件供应商，2018 年由于手机销量疲弱、叠加创新放缓造成的行业竞争加

剧，公司业绩阶段性承压且影响持续至 19Q1，我们根据年度业绩及 19Q1 业绩预警将公司 2019-20 年 EPS 预

测由 3.57/3.93 元下调至 2.51/2.78 元 (对应港币 2.89/3.22 元)，2021 年 EPS 预测为 3.27 元，给予 2019 年 15
倍 PE，对应目标价 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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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