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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飞之年备受关注，投资机会值得把握 

——国防军工航空装备行业 2016 年投资策略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大飞机首飞之年，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机会。2016 年国产民用大

飞机 C919 预计将按期首飞，对整个航空板块是重要的时点性催化

剂。首飞之年对于中国整个航空产业链而言，将是一个积极布局、

分享未来数年中国国内航空市场巨大蛋糕的元年。 

 

军机研制加速，整机采购瓶颈逐步释放。在军机采购上，我们认为

2016 年国防军费增速仍然维持在 10%左右。对于军机的研制进程，

我们认为 2016 年中国重型运输机研制有望获得阶段性突破，我们判

断 2016 年将出现少量重要机型进行交付，在开始改善部分上市公司

的营收和利润的同时，市场提振效应也会进一步加强。 

 

航空发动机步入飞发分离期，政策扶持再燃市场热点。我们对航空

发动机的重组预期已经兑现，目前正处于破解体制瓶颈阶段，飞发

分离格局已经形成。随着大飞机项目的快速推进，“两机专项”千亿

扶持资金有望步入日程。在军用航空发动机供需面上，我们认为随

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的不断推进，大量重型航空装备的采购将呈现

刚性需求，军机更新换代速度有望加强，这些都需要配套的先进航

空发动机作支撑。中国航空发动特别的是军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

动机的前瞻性研究成为可能，研发加大产业投资机会在加强。 

 

产业扶持政策预期在加强，受益军民融合迎接通航春天。在产业政

策扶持方面我们认为，2016 年作为航空发动机破茧重生的重要年份，

主题性投机机会不言而喻。军民融合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未来 3~5

年有望的到市场持续关注，我们看好市场意识敏锐业绩优良的民参

军企业，关注军转民优质国企。 

 

投资建议：维持行业“优于大势”评级，建议从三条主线布局航空

装备投资机会：第一是大飞机产业链长线投资，重点推荐中航飞机

（买入）、中直股份（增持），积极关注中航机电、博云新材；第二

是航空发动机主题性投资机会，重点推荐中航动力（买入）、中航动

控（增持）和成发科技（增持），建议关注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炼石有

色、钢研高纳。第三是军民融合、通航投资主线，重点推荐天和防

务、国睿科技、四创电子、四川九洲 

 

风险提示：大飞机研制进程低于预期、军品采购的不稳定性、两机

专项扶持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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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2.48% 9.84% 42.62% 

相对收益 -3.40% 3.14% 15.65% 
 

[Table_Market] 重点公司 投资评级 

  中航飞机 买入 

中航动力 买入 

中航动控 增持 

成发科技 增持 

中直股份 增持 

国睿科技 未评级 

洪都航空 未评级 

四创电子 未评级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关注公务机市场瓶颈未来解决方案》 

2015-11-09 

《梦想起航---C919完成总装下线》 

2015-11-02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吴江涛 

执业证书编号：S0550512030001 

  

研究助理：蔡维 

执业证书编号：S0550115050004 

 021-20361156 caiw@nesc.cn 

 

 

  
 

 航空装备/国防军工 

 

 
发布时间：2015-12-03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2 / 20 

[Table_PageTop] 航空装备/行业深度报告 
 

 

目 录 

 

1. 军工行情回顾与投资展望 ..................................................................... 4 

1.1. 军工行业 2015 年表现回顾.....................................................................................4 

1.2. 航空装备 2016 年投资展望.....................................................................................4 

2. 中国周边局势复杂，武器装备研发量产加速 ....................................... 5 

2.1. 安全环境不断激化，领土主权纷争愈演愈烈.......................................................5 

2.2. 航空武器装备刚性需求...........................................................................................7 

3. 世界民航“双头龙”格局，未来 ABC 三分天下 ................................. 8 

3.1. AB 双雄瓜分世界市场，中国商飞梦想起航 ........................................................8 

3.2. 国内民航市场广阔，助力中国商飞三足鼎立.....................................................10 

4. 航空发动机持续关注两机专项 ........................................................... 11 

4.1. 飞/发分离步入实施阶段 ....................................................................................... 11 

4.2. 民用航空发动机受益国内民航广阔市场.............................................................12 

4.3. 军机处于更新换代期，建设战略空军列装加速.................................................12 

5. 无人机企业受益军用融合 ................................................................... 13 

5.1. 专业级无人机决定未来方向.................................................................................13 

5.2. 军民融合给予无人机企业广阔空间.....................................................................14 

6. 投资策略及推荐上市公司 ................................................................... 14 

7. 风险提示 ............................................................................................. 19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3 / 20 

[Table_PageTop] 航空装备/行业深度报告 
 

图表目录 

图 1：申万国防军工指数近一年股价表现.......................................................................4 

图 2：申万各子行业近一年表现.......................................................................................4 

图 3：航空装备板块近一年市场表现...............................................................................4 

图 4：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6 

图 5：“拉森”号航行轨迹.................................................................................................6 

图 6：中国 GDP 总量屡创新高.........................................................................................6 

图 7：中国军费总量持续增长...........................................................................................6 

图 8：五大常任理事国军费占 GDP 比重.........................................................................7 

图 9：战略空军定位...........................................................................................................7 

图 10：2014 年世界军机保有量分布................................................................................8 

图 11：中、美军机构成 .....................................................................................................8 

图 12：2014 年全球武装直升机保有量（架）................................................................8 

图 13：2014 年全球运输机保有量（架）........................................................................8 

图 14：空客历年飞机交付情况（截止 2014）................................................................9 

图 15：空客 2014 全年交付飞机.......................................................................................9 

图 16：中国商飞 C919 在手订单量 ................................................................................10 

图 17：C919 客户群分布 .................................................................................................10 

图 18：未来 20 年亚太成为第一民航市场.....................................................................10 

图 19：2014-2033 中国机队数占亚太机队数 ................................................................10 

图 20：中国商飞各机型市场需求预测........................................................................... 11 

图 21：空客公司各机型需求预测................................................................................... 11 

图 22：美、英、法航空发动机研制年均投入............................................................... 11 

图 23：中、美发动机计划年均投入............................................................................... 11 

图 24：中、美、俄歼击机数量.......................................................................................13 

图 25：中、美、俄歼击机结构分布...............................................................................13 

图 26：无人机分类...........................................................................................................13 

图 27：中国军用无人机主要研发单位...........................................................................14 

图 28：民参军—无人机重要拼图...................................................................................14 

表 1：未来 20 年中国民用飞机需求预测.......................................................................12 

表 2：国产大飞机相关配套发动机.................................................................................12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4 / 20 

[Table_PageTop] 航空装备/行业深度报告 
 

1. 军工行情回顾与投资展望 

1.1. 军工行业 2015 年表现回顾 

 

截止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上证综指报收 3436.30 点，年初至今涨幅为 6.72%，

申万国防军工指数收盘价为 2009.41 点，年初至今涨幅为 36.84%，超过上证综指 30

个百分点大幅跑赢大盘。2015 年度行情主要发生在 4、5 月份以及大盘回调时的 10

月份，这其中 4 月份涨幅 24.99%，5 月份涨幅达到年度最高的 30.68%，10 月份涨

幅为 20.51%。2015 年国防军工行业位列申万 28 个行业中的第 16 位，值得注意的

是，随着近年来资本市场对军工资产证券化运作和预期的不断加强，市场热情被再

次点燃，其中 2013、2014、2015 军工行业年涨幅分别为 33.35%、53.89%、36.84%，

三连阳延续上涨行情。 

 

图 1：申万国防军工指数近一年股价表现   图 2：申万各子行业近一年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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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Wind、东北证券 

 

图 3：航空装备板块近一年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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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我们总结发现，重大的专项扶持、中国周边军事外交不稳定态势、中国军队定

位调整以及军工资产证券化的预期等，对军工行情走势起到重要的作用。 

 

1.2. 航空装备 2016 年投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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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 2016 年，我们看好军工行业航空装备二级子行业结构性投资机会，

推荐积极关注大飞机（主要包括军机和民机）和航空发动机这两个主题。 

 

2016 年，数度推迟的国产民用大飞机 C919 预计将按期首飞，C919 首飞对整个

航空板块而言是重要的时点性催化剂，有望再次点燃市场主题性投资热情。首飞之

年对于中国整个航空产业链而言，将是一个积极布局、分享未来数年中国国内航空

市场巨大蛋糕的元年。在军机采购上，我们认为 2016 年国防军费增速仍然维持在

10%左右，这主要是基于对军费的补偿性增长需求和配合军改以及建设战略空军所

作的判断。对于军机的研制进程，我们采取根据已公开资料和国外同类型机种研制

进度进行推算。我们认为 2016 年中国重型运输机研制有望获得阶段性突破，按照

6~7 架左右的验证机推算，我们判断 2016 年将出现少量重要机型进行交付，在开始

改善部分上市公司的营收和利润的同时，市场提振效应也会进一步加强。 

 

我们对航空发动机的重组预期已经兑现，我们认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瓶颈主要

集中在飞发合一体制约束和资金扶持不力这两个方面，虽然飞发合一与飞发分离各

有优缺，但对于长期处于飞发合一的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发体制而言，已经形成集淤。

目前正处于破解体制瓶颈阶段，而在破解体制机制的行动力方面，已经得到中央政

府层面的支持，飞发分离格局已经形成。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航空发动机有望

提高到与大飞机同等重要的程度。随着大飞机项目的快速推进，“两机专项”千亿

扶持资金有望步入日程，先期扶持资金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航空发动机扶持

资金历史欠账的尴尬局面。在军用航空发动机供需面上，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空军战

略转型的不断推进，大量重型航空装备的采购将呈现刚性需求，军机更新换代速度

有望加强，这些都需要配套的先进航空发动机作支撑。中国航空发动特别的是军用

航空发动机，过去那种只有等到军费立项才能步入研制阶段的局面，有望得到一定

程度改善，航空发动机的前瞻性研究成为可能，研发加大产业投资机会在加强。 

 

在产业政策扶持方面我们认为，未来 5 年航空发动机有望通过政策的大力扶持

步入高速发展期，2016 年作为航空发动机破茧重生的重要年份，主题性投机机会不

言而喻。扶持政策有望首先惠及现中航工业“航空发动机三兄弟”中航动力、中航

动控和成发科技。对于整个航空发动机产业链而言，也会呈现提振效应带来的溢价

估值，建议关注航空发动机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炼石有色、钢研高纳，二者是中国高

温合金钢领域龙头企业，在受益于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的带来营收的同时，由于航

空材料作为航空发动机的“三难”（设计难、加工组装难、材料难）之一，二者均

有着较强的议价能力并获得较有力的政策扶持。另外中航重机作为中国国内航空锻

造龙头企业，占据了中国航空锻造业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随着运-20、ARJ21 的小

批量生产以及航空发动机的空前投入，公司锻件业务迎来利好期，建议积极关注。 

 

2. 中国周边局势复杂，武器装备研发量产加速 

2.1. 安全环境不断激化，领土主权纷争愈演愈烈 

 

2015 年，中国南海岛礁领土主权纷争愈演愈烈。随着美国第七舰队“拉森”号

驱逐舰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屿 12 海里领海，

南海问题也步入较为紧张的局面。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南海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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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较小。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表态与行动更

加强硬，在“拉森”号事件过程中，中国海军派出“兰州”导弹驱逐舰和“台州”

巡逻舰对美军予以警告，双方海空兵力出现近距离接触。 

 

图 4：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  图 5：“拉森”号航行轨迹 

 

 

 

数据来源：安徽网、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安徽网、东北证券 

 

我们认为军事示强必须有相应的支撑——国家的经济实力、充裕而有效的军费、

大量列装先进武器装备，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步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急速膨胀，从 2000 年到 2015 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较高

速增长，截止 2014 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63.65 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出说明时指出，到 2020 年之前国内生产年均增速

6.5%将是底线，而非发展目标。 

 

我们预计未来 5 年中国经济在调结构时，稳增长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与经济

高速增长相对应，军费增速保持在高位，军费总量不断刷新，虽然近几年军费增速

有所放缓，但军费的体量效应使得军费年增长量仍然较大。以 2015 年为例，2015

年中国军费总量约为 8869 亿元，增速为 10%，但较上年增长了近 800 亿元，年增

量巨大。我们假设未来两年中国军费按照 2015 年 10%的增速增长，2016、2017 年

对应军费和年增量分别为 9756 亿、10732 亿和 887 亿、976 亿，到 2017 年军费突

破万亿元时，年增量也近千亿元。 

图 6：中国 GDP 总量屡创新高  图 7：中国军费总量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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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军事装备的采购主要取决于军费的增速和增量，军费的增速取决于当

前军费的环比状况、军事定位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改革开放至 2001 年中美撞击事

件之前，中国国家发展的重点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装备特别是航空装备主要以

对外采购为主，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采购力度，彼时军费也相对有限，而且航

空军事装备的采购途径瓶颈也一直的不到解决，换句话说就是处在“没钱也没地方

买装备”的尴尬局面。时至今日，随着国家重大航空军事装备的研发不断取得新突

破，关键性制约瓶颈正在逐步解除。 

 

图 8：五大常任理事国军费占 GDP比重  图 9：战略空军定位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未来航空装备的采购主要取决于航空产业的发展布局以及对空军的定位，目前

空军的定位为战略空军，战略空军转型主要是由以前的“国土防卫”转型成“攻防

兼备、空天一体、信息火力一体”，达到以控制空、以控制海、以控制地和远程奔

袭的能力。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在国际与地区合作中也频现其身

影，积极参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主导的国际维和行动，无形中增加了中国的军费开

支，然而我们对比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军费占 GDP 比重发现，中国的军费占 GDP

比重仅为 1.25%左右，远低于美俄超过三个百分比的占比，军费占比和国际维和出

现失调匹配。 

 

2.2. 航空武器装备刚性需求 

 

对于中国军机的精确保有量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把国际权威航空报刊作

为重要参考。根据飞行国际最新统计，在军用飞机总数上来看，中国仅次于美国和

俄罗斯，位列世界第三。但我们发现中国军机的保有量和美国仍然有着较大的差距，

中国目前军用飞机总数为 2860 架，占世界军用飞机总数的 6%，同期美国军机拥有

量达到 13,902 架，仅从数量上就近 5 倍于中国，占世界军用飞机总数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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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14 年世界军机保有量分布  图 11：中、美军机构成 

 

 

 

数据来源：飞行国际，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飞行国际，东北证券 

 

分析飞行国际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中大量装备了轰

炸机和歼击机，军机各机种装备比例严重失衡，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比例失衡的原因

主要有两点：第一，传统的大陆军主义思想下，重火力而轻运力、重格斗而轻配套

支援，对直升机、运输机、信息化支援平台类机型重视力度不够。第二，航空装备

研制能力的限制，需求与配套装备严重不对等。以重型运输机为例：中国目前仍然

没有量产的重型运输机，主力运输机仍然为较为老旧的运-8，虽然经历不断更新升

级，但限于外形与结构设计的局限，运力仍然极其有限，事实上数据也证明了我们

的判断。2014 年中国的武装直升机不足 1,000 架，不到美国的 1/5；运输机数量甚

至少于邻国印度，几乎仅为美国的零头，由此可见相应装备需求空间巨大。 

 

图 12：2014 年全球武装直升机保有量（架）  图 13：2014 年全球运输机保有量（架） 

 

 

 

数据来源：飞行国际，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飞行国际，东北证券 

 

我们认为战略空军的军事定位，将持续推动武器装备研发量产以及交付，相应

紧缺型装备将快速并且大量装备，军机机种的失衡性局面有望得到改善，对口的军

工装备研发与生产制造单位将从中受益。 

 

3. 世界民航“双头龙”格局，未来 ABC 三分天下 

3.1. AB 双雄瓜分世界市场，中国商飞梦想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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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用航空领域，全球民航市场被波音与空客瓜分，呈现双雄割据局面。前者

在民机领域凭借波音 737 和波音 747 两个重要产品，在空中客车 A320 量产前在全

球中短程双发窄体民航客机细分领域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根据波音公司最新财报显

示，2015 年第三季实现营收 258.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8%，前三季共实现营业收

入 725.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9.42%；前三季共盈利 4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7%，

其中第三季盈利 1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11%，鉴于三季度出现较大增长，波音

公司已经上调了全年盈利预期。作为后起之秀空客公司自 1970 年成立以来，不断

蚕食波音公司的民用运输机市场份额，双方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全系列机型上展开激

烈的订单争夺，凭借 A320 系列飞机在单通道飞机市场上屡屡斩获订单的出色表现，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2014 年，空客公司实现营收 607 亿欧元，实现息税前利润 40.66

亿欧元。2003 年以来空客年飞机交付量逐年上升，2014 财年公司共向客户交付 629

架飞机，低于波音公司的 723 架，但 2014 年空客公司全年获得 67 家客户共 1456

架净订单，仅次于 2013 年的 1503 架，净订单高于波音的 1432 架，储备订单量攀

升至业界最高的 6386 架，价值约为 9193 亿美元。 

 

图 14：空客历年飞机交付情况（截止 2014）  图 15：空客 2014 全年交付飞机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中国商飞是由国家牵头组织成立的大飞机整装销售公司，目前公司第二大股东

中航工业的董事长林左鸣先生兼任中国商飞的副董事长，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中国

政府竭力整合了大飞机项目相关资源，保障国家意志的到实现。中国商飞从通过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批成立以来，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先后有多位中

央领导在不同时间并且多次视察中国商飞。其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中国商飞设

计研发中心时，体验了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样机，并叮嘱企业负责人：“把大

飞机搞上去”，大飞机的国家意识气息浓厚。 

 

中国商飞目前确定了“一个总部，三大中心”的布局—设计研发中心、总装制造

中心以及客户服务中心，自主设计研发两个重要产品：中短程支线客机 ARJ21 和中

短程干线客机 C919。其中 C919 是大飞机项目的核心产品，是双发中短程窄体客机，

竞争对手主要为空中客车 A320 系列和波音 737 系列，此两类机型分别为各自公司

销量冠军，以空客为例在 2014 年交付的 629 架空客飞机中就有 490 架为 A320 系列

飞机，占到了总交付量的 78%。 

 

2015 年 11 月 2 日，中国商飞首架 C919 完成总装下线，目前在手订单量为 517

架，C919 的主要竞争对手为空客 A320neo，其单价为 9000 万~1 亿美元，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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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来者 C919 将仍然采取价格优势战略，我们按照单价 8000 万美元计算，中国

商飞在手订单价值将超过 410 亿美元，大部分订单为国内订单，对量产时形成较有

利保障。 

 

图 16：中国商飞 C919 在手订单量  图 17：C919 客户群分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我们认为中国商飞发展自己的大飞机内外环境，相比当年空客挑战波音的垄断

地位时有较大的优势，中央政府牵头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全部国资背景股东行动力

较为一致、国家意志体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拥有广阔国内市场、产业股东各

自优势发挥等，这些优势因素都是空客起初四方合作所不具有的，天时、地利、人

和三合一。 

 

3.2. 国内民航市场广阔，助力中国商飞三足鼎立 

 

2014 年中国民航新增飞机 225 架，民航机队规模为 2370 架，仅为同期美国机

队规模的一半。波音公司预测未来 20 年全球需要 36,770 新飞机，全球对新飞机需

求总价值为 5.2 万亿美元。其中亚太以 13,460 架新飞机需求量拉动全球民航市场，

并以 15,220 架飞机的机队规模超过北美成为第一大民航市场。中国未来 20 年需要

6020 架新飞机，价值为 8,700 亿美元市场价值占全球 16.7%，机队规模占亚太机队

总数 45%，引领亚太和全球新机市场需求。 

 

图 18：未来 20 年亚太成为第一民航市场  图 19：2014-2033 中国机队数占亚太机队数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2014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第五次发布《中国商飞市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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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报告》。报告预计未来 20 年，全球各级喷气客机交付量将达到 35,166 架，价值

44,373 亿美元，中国市场新需求 5541 架支干线客机，价值约 6740 亿美元。我们以

5500 架新增需求推算，保守估计未来 20 年中国将产生 6400 多亿美元民航飞机市场。 

 

图 20：中国商飞各机型市场需求预测   图 21：空客公司各机型需求预测 

 

 

 

数据来源：中国商飞，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空客公司，东北证券 

 

我们认为，中国国内巨大的航空市场为发展国产大飞机提供了销路保障，解决

了大飞机研制的后顾之忧，这些先天性优势也是中国对自己研制的大飞机充满自信

的重要支撑。同时我们认为受益于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中国商飞的国内市场前景

值得看好，也正是源于巨大的国内市场，未来 C919 开拓国际市场的进程将变得相

对容易，未来国际民航市场的竞争格局中，三雄争霸局面可以期待。 

 

4. 航空发动机持续关注两机专项 

4.1. 飞/发分离步入实施阶段 

 

航空发动机主要是为航空飞行器提供动力，主要满足国防和航空运输业的需

要。从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列入其中，到 10 月中

旬由于涉及中航工业下属航空发动机相关企事业单位业务的重组整合方案，中航工

业预计不再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航空发动机三家上市公司集体停牌，

飞/发分离体制的瓶颈正在步入实施阶段，预计未来来“两机专项”资金扶持规模达

千亿元。 

图 22：美、英、法航空发动机研制年均投入  图 23：中、美发动机计划年均投入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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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航空发动机研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成熟产品量产周期也相对较长，现

代企业很难长期大投入项目研发，我们认为从国家层面推动航空发动机的专项扶

持，是航空发动机产业突破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较正确的途径。目前能够独立研制

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美、英、法、俄、中，以美国为例，其“综合高性能涡轮发

动机技术计划”（备注：相当于两机专项）是在美国国防部的推动下，由美国空军、

NASA 等多方共同参与研制，总投资超 50 亿美元历时十余年，同期中国在航空发

动机研制上投入不足其 1/6，随着两机专项的逐步推进，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机会

不断加大。 

 

4.2. 民用航空发动机受益国内民航广阔市场 

 

以预测未来 20 年国内民航市场 5,500 架新增需求推算，在产生 6,400 多亿美元

民航飞机市场的同时，也伴随着产生配套新机 13,000 余台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

按照通用航空发动机占比整机 20%价值量计算，民用航空发动机就已产生 8,000 亿

元民用航发动机市场，再加上维修和换发产生的零部件与整机需求，市场超万亿元。 

  

表 1：未来 20 年中国民用飞机需求预测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目前民用航空发动机还以进口为主，随着 2009 年中航商发成立以及 ARJ21、

C919 项目的预期发展，我们认为对国产民用航空发动机也会有积极拉动作用。 

 

表 2：国产大飞机相关配套发动机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4.3. 军机处于更新换代期，建设战略空军列装加速 

 

根据《飞行国际》报道，中国空军与海军航空兵共有歼击机 1,066 架，仅为美

国的 3/4，也少于俄罗斯俄 1,218 架。数量上略微少于美俄和质量上较二者的差距形

成巨大反差，主战机型和美俄甚至有着代差。如美国的主力机型为第四代歼击机搭

配一定数量第五代战机，完全淘汰三代及以下机型，俄罗斯主战机型为四代和三代

机型，并通过装备四代机来逐步压缩其三代机占比，中国的战机装备情况是二代机

和四代机为主战机型，并且二代机和三代战机数量超过了一半，美俄早已淘汰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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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机仍然大量装备，随着战略空军的提出，未来有望加速更新淘汰。 

 

图 24：中、美、俄歼击机数量  图 25：中、美、俄歼击机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飞行国际，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飞行国际，东北证券 

 

军机的更新换代直接促使对军用航空发动机的需求，根据《简氏防务周刊》预

计，中国在未来五年需要新增 600 架以上的战斗机，折合年均增长 120 架。 

 

5. 无人机企业受益军用融合 

5.1. 专业级无人机决定未来方向 
 

无人机按照应用领域可以划分为，军用无人机和民用无人机。军用无人机主要

是作为军事用途而研制生产的无人机，由于无人机无人员伤亡风险，战场环境适应

能力较强，相比于载人飞机，无人机拥有造价低廉等特点，无人机深受各国军方的

青睐。以美国为例已经计划发展近、中、远程，高、中、低多层次的现代军用无人

机搭配方案，其中包括“全球鹰”、“捕食者”等多款已经拥有较强的实战经验。对

于民用无人机又可以根据具体用途和技术指标的不同划分为，民用消费级无人机和

民用专业级无人机。 

 

图 26：无人机分类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中国在民用消费级无人机上，中国国内厂商处于世界领先的位臵，主要厂商包

括大疆创新、零度智控等，但目前民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需求仍然较小，行业天花

板逐渐显现，未来需要转向为民用专业级无人机市场。以大疆创新为例，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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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底正式推出 MG-1 农业植保机，正式进入民用专业无人机领域。不同于市场：

我们认为，中国的无人机市场将继续呈现传统军机特点，先军后民、军大与民的市

场格局。我们预测未来 15 年，军用无人机的市场规模将两倍于民用市场，消费级

无人机市场规模将维持在低位，专业级无人机是无人机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军用

无人机市场规模为 2,300 亿，民用专业级市场规模为 1,100 亿元。 

 

5.2. 军民融合给予无人机企业广阔空间 

 

军民融合包括两个方向，军转民和民参军。由于军民融合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

政策的放开给予了更多企业破除企业发展瓶颈，参与军品研制开拓崭新市场的机

会。我们看好军民融合民参军优质企业，民营企业受过市场洗礼市场敏锐度高，能

够在有效抓住市场机会。面对新兴市场时，体制机制较为灵活的特点能够得到一定

程度的发挥。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目前主要为传统的航空装备研发单位。包括中航

工业洪都航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等，未来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与研究院所开展合

作切入军用无人机市场，有望诞生军用、民用无人机龙头企业。 

 

图 27：中国军用无人机主要研发单位  图 28：民参军—无人机重要拼图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在民用专业级无人机领域，目前中国民用无人机研制单位超过一百家。这其中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 60 研究所、无锡汉和以及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前二者主要研发无人直升机，后者则专注于研

发生产农用无人机。由于传统军用无人机企业拥有较大的技术优势，因此我们认为，

在民用专业级无人机领域，民营无人机企业中，掌握诸如飞控系统、整机制造等核

心技术的企业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剩下的数家优质企业将分享民用专业级无人

机千亿市场，民参军中无人机市场的龙头公司也将从中诞生。 

 

6. 投资策略及推荐上市公司 

 

2016 年军工行业改革预期不断加强，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专项步入落实期，

建设战略空军以及大飞机项目的提振效应，中国的航空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

遇期，建议在以下几个方向作重点关注。在军机整装与民机制造方向；中航飞机、

中直股份、洪都航空、中航机电、中航电子。通用航空和特种飞机方向；国睿科技、

四创电子。航空发动机制造方向；中航动力、中航动控、成发科技、抚顺特钢、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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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高纳等 

 

中航飞机（000768.SZ） 

 

中航飞机是中航工业的龙头公司，也是中国唯一的运输机、轰炸机生产厂商。

公司主营业务可划分两大板块四大方向，即：军用飞机整机、民用飞机整机、国产

飞机零部件和国际转包飞机零部件。公司是大飞机项目最重要参与上市公司，是

C919 飞机机体结构主要供应商和起落架系统供应商，承制国产新支线客机 ARJ21

（翔凤）85%以上的零件制造（除总装外）；公司研制生产轰-6K、歼轰-7（飞豹）、

运-8、运-20（待量产）、新舟系列等军民用飞机。 

 

军机方面最主要看点来自于重型军用运输机运-20 研制推进量产，由于中国正

处于重新定位军事力量转型时期，空军作为战略军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

一直以来中国的重型军用运输机依靠俄制伊尔-76，该机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设计首

飞较为落后，并且由于经济与政治原因，该机对中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中国

对重型军用运输机的需求缺口达到 400 架，运-20 量产必将快速大量装备，直接带

来公司营收倍增效应。作为中国军方唯一的轰炸机生产商，轰-6K 有望在战略空军

建设和岛链封锁刺激积极装备。目前军品利润受制于军机采购的成本加成法，严重

限制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未来随着军品定价机制的改革，整个军工企业都将受益，

而处于产业链终端的整机军机生产商无疑将受益最大。 

 

民机方面中航飞机是大飞机项目受益最大的上市公司，是中国“两支一干”重

要的研制生产单位，受益于 C919 首飞和 ARJ21 的量产对中国航空工业和公司的提

振效应，有望重燃市场热情。 

 

盈利预测：我们预测公司 2015-2017 年 EPS 分别为 0.20、0.25、0.32 元。建议

积极关注大飞机首飞带来的催化剂效应以及长期军民大飞机量产对公司业绩带来

的巨大提升，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军品订单的不稳定性、系统性风险、军工行业估值过高风险 

 

表 3：中航飞机盈利预测 

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3A 2014A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 17286 21198 25579 32695 42996 

(+/-)% 10.89% 22.63% 20.67% 27.82% 31.51%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51 352 555 696 896 

(+/-)% 39.34% 0.30% 57.65% 25.43% 28.76% 

每股收益（元） 0.13 0.13 0.20 0.25 0.32 

市盈率 225.51 224.84 142.62 113.71 88.31 

市净率 6.84 6.64 6.34 6.01 5.62 

净资产收益率 (%) 3.03% 2.95% 4.45% 5.28% 6.37% 

股息收益率 (%) 0.00% 0.53% 0.00% 0.00% 0.00% 

总股本 (百万股 ) 2654 2654 2769 2769 2769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中直股份（600038.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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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股份是中航工业集团直升机业务板块的上市平台，公司的前身是哈飞股

份，创建于 1952 年是建国最早的五大主机厂之一，2012 年中航工业集团将旗下直

升机公司的民用直升机整机业务等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目前是中国国内唯一同

时具备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研制能力的大型航空制造公司。 

 

“一带一路”助力中国直升机腾飞。一带一路沿线涵盖南亚、东南亚、独联体

地区、西亚、北非以及中东欧近 70 个国家和地区，多数沿线国家地广人稀，经济

水平一般，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较适宜建设通航临时起降点，潜在直升机市场巨大，

“一代一路”为中国直升机开拓国际市场带来历史性机遇，借此东风中国直升机未

来有望快速发展。 

 

中航工业直升机公司隶属于中航工业集团和天津市政府，旗下拥有哈飞集团、

昌飞集团和中航直升机设计研究所等直升机相关核心资产，目前哈飞集团与昌飞集

团的军用直升机整装资产仍然臵于上市公司平台之外，2014 年中航直升机公司实现

营收 240.7 亿，利润总额为 4.6 亿，同期中直股份营收为 124.55 亿，利润总额为 3.95

亿，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盈利水平显著提升。 

 

盈利预测：我们预测公司 2015-2017 年 EPS 分别为 0.75、0.95、1.25 元。建议

关注随着中航工业集团航空发动机板块的重组不断推进，中航工业集团新一轮资本

运作不断加强的预期。 

 

风险提示：军品订单的不稳定性、系统性风险 

 

表 4：中直股份盈利预测 

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3A 2014A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 10831 12455 13741 17621 21655 

(+/-)% 278.94% 15.00% 10.32% 28.24% 22.89%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47 332 444 562 738 

(+/-)% 113.95% 34.22% 33.81% 26.50% 31.33% 

每股收益（元） 0.42 0.56 0.75 0.95 1.25 

市盈率 119.67 89.16 66.63 52.67 40.11 

市净率 5.02 4.79 4.47 4.12 3.74 

净资产收益率 (%) 4.20% 5.38% 6.71% 7.82% 9.32% 

股息收益率 (%) 0.00% 0.38% 0.00% 0.00% 0.00% 

总股本 (百万股 ) 589 589 589 589 589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洪都航空（600316.SH） 

 

洪都航空控股股东为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航工业

集团，公司创建于建国初期 2000 年在主板上市，是中国教练机和农林飞机主要生

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以飞机整机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目前公司的主要

产品包括 L15 高教机、K8 中教机、初教六、N5 农用飞机、C919 机体部件和航空

转包业务等，“厂所合一”生产研发均已注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已具有研制新机

型的能力。 

 

目前 L15“猎鹰”教练机已经通过评审，步入批量生产交付阶段，在此之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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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营收主要来自于 K8 中级教练机的生产销售。由于武器出口很大程度上受到政

治因素的影响，竞争产品 A/T-50 主要销往欧美等传统市场，公司生产 L15 和俄罗斯

雅克列夫设计局研制雅克-130 主要争夺亚非拉市场，二者在价格上较 A/T-50 有着一

定优势。目前 L15“领先使用批次”首架机在空军试飞大队和生产商的评估后，通

过了“技术质量暨放飞评审”，这意味着该机的批量生产交付军方将有序展开。批

量生产时，随着产量的逐步释放，公司业绩有望显著提高。 

 

无人战机作为未来战争的重要空中力量，备受各军事强国重视，目前欧美都在

大力发展无人作战飞机，X-47B、X-45、Sky-X、Taranis、nEUROn 和 Filur 等多种

型号处于快速研制中，根据美军发展规划，未来将把无人战机比例提高到 90%，可

以预见的未来无人机将成为战场的主要参与者。我们认为中国在大力建设空军时，

无人机的研制有望加速，利剑无人战机有望在首飞定型后快速装备中国空军，一旦

利剑无人战机的量产列装，业绩明显改善带来价值提升的同时，雄厚的无人战机研

发实力将进一步对提振公司，市值提升空间巨大。 

 

预计利剑无人战机进度将大幅超市场预期，关注研制进展：利剑无人战机 2012

年底下线，2013 年底首飞成功，远超国外同类机型进度。根据国外经验不排除首飞

后 1-2 年内就获得军方订单（如捕食者等），预计利剑无人战机将大幅超市场预期。

无人战机代表未来战斗机的发展方向，根据最新的美国空军发展路线图，未来无人

战机比例将提高至 90%，预计未来中国空军装备的半数以上来自无人机，因此公司

的发展空间巨大。参考国外同类机型和国内三代机价格，预计利剑单价约在 2-3 亿

元左右，预计未来 10-15 年中国无人战机需求 1000 架以上，利剑一旦立项列装公司

市值将有巨大提升空间。 

 

风险提示：军工高估值风险、系统性风险、军品采购的不稳定性 

 

中航动力（600893.SH） 

 

中航动力吸收消化航空发动机整机制造资源，步入快速发展期。2014 年中航工

业整合航空发动机资产注入中航动力，此次资产注入使得公司发动机产业链得到延

长，谱系型号得到扩充，中航工业资产注入预期得到兑现，中航工业整体改革思路

得到明晰。我们认为公司在消化吸收标的资产后，将步入做强做大中国航空发动机

的快车道。 

 

作为中国航空发动机龙头，将是两机专项最大受益者。中航工业发动机板块三

家上市公司中，中航动力主要负责整机与维修业务，也是中国航空发动机整机的唯

一平台，公司有望享受到航空发动机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鉴于行业的特殊性，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出的“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重大专项有望首先惠及到

行业优质企业，中航动力作为行业龙头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未来公司将在高利润行业加大投入，淘汰低利润业务。公司核心主营业务是航

空发动机及其相关产品，毛利率较高，公司积极开展降本增效，本年度将淘汰一些

低附加值低毛利率业务，营收略微减少，但公司将把这部分资源投入到高附加值业

务，会显著提高公司运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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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预测公司 2015~2017 年分别实现每股收益 0.67、0.84、

1.00 元。考虑到两机专项政策扶持的预期，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军工高估值风险、系统性风险、军品采购的不稳定性 

 

表 5：中航动力盈利预测 

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3A 2014A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 7927 26764 25013 29015 33316 

(+/-)% 11.59% 237.62% -6.54% 16.00% 14.82%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30 936 1314 1633 1954 

(+/-)% 13.09% 183.94% 40.32% 24.27% 19.68% 

每股收益（元） 0.30 0.48 0.67 0.84 1.00 

市盈率 260.27 91.66 65.32 52.56 43.92 

市净率 19.13 6.02 5.51 4.99 4.48 

净资产收益率 (%) 7.35% 6.57% 8.44% 9.49% 10.20% 

股息收益率 (%) 0.00% 0.50% 0.00% 0.00% 0.00% 

总股本 (百万股 ) 1090 1949 1949 1949 1949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成发科技（600391.SH） 

 

外贸业务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看点。2014 年外贸业务同比增长 16.8%，远高于

总收入 8.27%的增幅，期间，公司启动外贸新品试制 596 项，实际完成交付 405 项，

分别较上期同比增长 181 项和 145 项，增幅分别为 43.6%和 55.8%，为承接更多海

外订单打下良好基础。同年公司与 GE、RR、P&W 签订“三大订单”，履约效益将

从 2015 年起陆续释放。 

 

军用发动机产品新老交替，中航哈轴规模效应显现 。国内军用航空发动机的

生产加工主要分布于少数几家中航工业集团下属航空军用发动机生产企业，分工明

确批量产品不存在行业竞争。中国军用航空发动机较美、俄、欧有较大差距，随着

空军战略转型的需要，军用航空发动机迎来新老更替期。与此同时也严重限制中国

军机出口，据悉 2014 年中国进口了 AL-31FN 矢量推力发动机 100 台，严重威胁国

防安全限制军机出口。 

 

中国民用航空市场巨大，航空发动机三兄弟受益。根据波音公司最新预测：中

国未来 20 年需要 6020 架新飞机，价值为 8,700 亿美元市场价值占全球 16.7%，机

队规模占亚太机队总数 45%，预计未来 20 年中国航空发动机和燃气机市场总需求

合计达 3 万亿。我们认为公司市值被低估。发动机同板块中航动控、中航动力目前

市值分别为 373 亿和 892 亿，公司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航空发动机零部件龙头企业，

并定位为成为世界级优质零部件供应商，我们认为公司目前 171 亿的市值被低估，

有一定成长空间。 

 

预测公司 2015~2017 年分别实现每股收益 0.23、0.33、0.44 元。考虑到两机专

项政策扶持的预期，维持“增持”评级。 

 

表 6：成发科技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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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3A 2014A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 1815 1963 2328 2873 3547 

(+/-)% 15.39% 8.15% 18.58% 23.40% 23.46%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2 30 76 109 146 

(+/-)% -14.88% -7.26% 156.63% 44.00% 33.60% 

每股收益（元） 0.10 0.09 0.23 0.33 0.44 

市盈率 515.64 556.01 216.66 150.45 112.62 

市净率 9.95 9.85 9.42 8.86 8.22 

净资产收益率 (%) 1.93% 1.77% 4.35% 5.89% 7.30% 

股息收益率 (%) 0.25% 0.10% 0.00% 0.00% 0.00% 

总股本 (百万股 ) 330 330 330 330 330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7. 风险提示 

 

军改造成军工企业业绩低于预期。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现有的体制机

制的破除将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常规上看阵痛效应明显，军品的采购研制理论上

受到一定影响，具体到军工企业将带来业绩的短期波动，订单确认的可能被延缓甚

至取消，业绩低于预期的风险在加大。 

 

军品采购受多方因素影响。改革开放经济好转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

增长为军费增长创造了充足资金，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顺序为

陆军第一、空军第二、海军第三，90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改变了中国军事发展思路，

军机采购大幅增加，装备升级加快，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钓鱼岛争端、南海

岛屿问题等凸现，直接刺激中国军机采购意愿，但不排除未来通过外交努力局势得

到大幅缓解情况。 

 

军事力量建设侧重点分摊风险。我们认为中国的军费增速，是在一个在综合考

虑各方因素下得到的最大解，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低于预期风险。中国军事力量的建

设中将在战略空军、深蓝海军和国防信息化三个方向加大投入，三者对于国防力量

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军费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军费中用于武器采购的费用

将开始分化，海军装备和国防信息化建设挤压航空装备采购的可能性在增加，航空

装备由于研发投入较大，存在细水长流的可能。 

 

航空发动机专项扶持力度低于市场预期。航空发动机的主要看点来自于两机专

项对航空发动机相关企业的大力扶持，我们预计专项扶持资金超过 1,000 亿元，按

照 1：1~1:2 的配套资金扶持来估算，预计合计扶持资金超过 2,000 亿元。我们认为

专项与配套扶持资金的投入是过程性的，由于扶持航空发动机的政策与资金受到市

场的广泛期待，存在先期扶持资金低于预期的风险，并且市场对政策的时间点期待

也不尽不同，如果政策的一方面或者二者都达不到市场预期，市场情绪容易产生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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