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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电子 (285 HK; 11.4 港元; 目标价: 11.33 港元)  
中报业绩承压  5G 预期向好    
 
受中美贸易冲突影响，中报业绩低于预期 
1H19 收入 232.8 亿元 (+19.3%)，超路透一致预期 (219.4 亿元)；归母净利润 5.75 亿元 (-49.3%)，远低于一致

预期 (11.6 亿元)。营收超预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玻璃和塑胶结构件出货保持良好，贡献营收增量；同时公司在

汽车电子和新兴智能产品的布局也初显成果。利润低于预期是由于 H1 毛利率下滑至 6.7% (同比-3.6pct)，主要

原因为受到中美贸易冲突影响，华为智能手机销量低于预期，公司前期投入的产线和人力等成本未能如期回

收。公司预计 3Q19E 华为销量可恢复，毛利率有望恢复至正常水平；4Q19E 5G 手机相关结构件及代工有望

逐渐放量，单价和毛利率均有望提升。1H19 经营性现金流-10.4 亿元，转负的主要原因为存货大幅增加，

3Q19E 华为销量恢复后公司存货可得到消化，现金流亦将恢复正常。 
 
手机&PC：结构件市场份额提升，代工受益华为转单 
1H19 手机结构件收入 80.6 亿元，占营收比例 34.6%；组装代工收入 118.7 亿元，占营收比例 51.0%。公司下

游客户覆盖主要安卓厂商，包括华为、oppo、vivo、小米、三星等；亦于近期进入苹果核心产品线，相关收入

有望于 2020 年放量。虽全球手机市场低迷，但公司手机结构件市占率不断提高，金属机壳市占率超 40%，玻

璃机壳进入安卓市场前三，塑胶机壳 H1 营收同比增长约 20%。由于贸易战中伟创力宣布停止一切与华为的合

作，华为已将产能从伟创力全部撤出，转向富士康、比亚迪电子等国内厂商。受益于华为供应链的国产替代，

公司手机结构件及代工业务增速有望持续超越手机市场。此外，公司与华为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将继续承接

PC、基站等相关业务。 
 
汽车电子：内部受益于比亚迪电动车高增速，外部受益于 Tier1 合作放量 
1H19 汽车电子收入 7.6 亿元，同比增长超 50%，占总营收 3.3%。此业务主要是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搭载多媒

体车机。1H19 比亚迪电动乘用车销量 14 万辆 (+97.5%)，带动上游车机高速增长。此外，公司亦积极拓展外

部客户，上半年与全球领先 Tier1 厂商如大陆、哈曼合作紧密，车载模组产品等出货不断攀升。 
 
新兴智能产品：受益于 5G+IoT，品类持续扩张 
1H19 收入 26.0 亿元，同比增长超 50%。此业务主要是为各种智能硬件产品提供结构件设计及组装代工等服

务，目前已与 iRobot (美国智能扫地机器人公司)、小米、英伟达等均达成了稳定合作，同时持续扩展新客户。

公司还在持续研发智能充电设备、5G 智能教育等新产品线，相关业绩有望于 2020 年落地。 
 
风险因素 
中美贸易冲突导致客户产品销量波动；5G 手机供应链不确定性导致销量不达预期；新能源汽车受补贴退坡影

响销量低于预期。 
 
建议关注 
上半年公司利润受到中美贸易冲突影响。伴随相关影响逐步消化，公司业绩有望于 3Q19E 恢复正常，并有望

于 4Q19E受益于 5G手机落地。我们看好比亚迪电子在手机结构件及代工领域长期积累的产能和技术能力，预

计相关优势可在 5G+IoT 时代迅速扩张至更多细分领域 (包括汽车电子、新兴智能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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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