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国防军工 

       国防军工行业双周报 
     

 1 / 13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Main] 
国产航母海试，持续推荐舰载机生产商中航

沈飞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核心组合推荐：【中航沈飞】、【内蒙一机】、【中航机电】、【中航光电】 

 

 最新行业观点：当前时点我们持续战略看好军工板块 2018 年整体行情 

 

 行业基本面方面：我们认为今年军工行情与过去两年最大的区别在于有

基本面支撑，2018 年起军工行业基本面显著改善，一方面可以通过上

市公司报表得到验证，中航沈飞、中航飞机、中直股份、内蒙一机等主

流军工企业 2017 年经营性现金流同比显著好转，同时从公司的预收、

关联交易金额等数据能够明显看出产品需求旺盛、订单饱满，预计 2018

年起业绩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先进武器装备的持续生产和列

装也将继续带动行业增长，我国首艘国产航母上周进行海试，将带动舰

载机和船舶制造产业链需求。 

 

 政策与改革方面：2018 年包括科研院所改制、定价机制改革、混合所

有制改革等在内的军工领域改革将持续推进，国防科工局等八部门已批

复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转制为企业，同时随着两会过后各央

企集团领导班子调整到位，我们认为 2018 年军工集团资产注入会重启

和加速，从而带来二级市场的投资机会。 

 

 估值方面：纵向对比，军工板块的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横向对比，

相当部分军工标的中 2018 年预期 PE 已与大多数行业板块相当，我们认

为，考虑到军工主机厂以及系统级生产商的行业龙头地位、稀缺性、业

绩成长的确定性、体外资产等因素，部分主流军工标的目前估值已处于

合理较低水平，同时股价处于低位且具有成长性的民参军公司也具备配

置价值。 

 

 板块催化剂方面：2018 年世界范围内动荡加剧，中美贸易战、中东局

势的持续发酵都将成为军工板块催化剂。 

 

 投资主线：第一条主线首推业绩确定性高、估值低的主流军工标的，推

荐中航沈飞、内蒙一机、中航机电、中航光电；第二条主线建议关注未

来有核心军品资产注入预期的国睿科技、四创电子、成飞集成、北方股

份；第三条主线建议关注股价处于低位的优质民参军标的景嘉微、全信

股份、火炬电子、星网宇达、耐威科技。 

 

 风险提示：武器装备列装进度不及预期；军工领域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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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行业事件点评 

事件：据央视新闻报道，5 月 13 日，首艘国产航母缓缓驶离位于中船重工大船

集团的码头。国产航母离港后，其自主研制的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将首次接受海洋

环境的真正考验，向成为一艘真正的作战舰艇迈出关键一步。 

点评： 

首艘国产航母海试，海军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一般来说，一艘航母从开始设计到正式服役大致需要经历图纸设计与建造准备、

航母舰体的分段制造和拼装、航母下水和舾装、海试和交付几个环节。我国的首艘

国产航母 001A“山东号”（即第二艘航母）于 2013 年 11 月开工，2015 年 3 月开始

坞内建造，2017 年 4 月下水，目前已完成舾装环节开始海试，海试工作大约还将需

要 1-2 年（我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海试工作用时 1 年），因此我们预计 001A 航母

将在 2020 年左右正式加入海军序列服役。 

目前美国拥有的航空母舰超过 10 艘，根据官方的新闻我国已知航母数量仅为 2

艘。航空母舰是一国海军走向远洋的关键，是海军力量强大的体现，我们认为首艘

国产航母开始海试，是中国蓝水海军建设的重大进展，同时我国还会继续建造航空

母舰，从而建立一支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蓝水海军力量。 

持续推荐舰载机生产商【中航沈飞】 

我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所搭载的舰载战斗机歼-15 是由中航沈飞独家生产，中

国国防部曾就 001A 型航母表示，仍采用歼-15 作为舰载战斗机。我们认为，001A 航

母建设进度的推进，能够带动对歼-15 的需求，从而带动中航沈飞订单和业绩的增长，

而随着我国继续建造更多航空母舰，未来对舰载战斗机需求还将持续增长。 

除歼-15 外，中航沈飞独家生产的重型多用途歼击机歼-16，定位为与歼-20 战机

搭档使用，形成制空、制海、制地作战的强大功能组合，推进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实

现新跨越，也是我国军队迫切需求的主力机型。 

因此整体上看，中航沈飞业务具有高成长性，我们以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计算

的公司合理市值为 743 亿元，对应股价为 53.21 元，认为目前公司股价低估，维持“买

入”评级，持续重点推荐！ 

风险提示 

歼击机生产和交付进度不及预期；新型号研制进度不及预期。 

2.   推荐公司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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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沈飞：公司是唯一上市歼击机总装制造商，能够受益于我国先进军用飞机

的持续列装，我们预测公司 2018-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8.58 亿元、11.06 亿元、

12.94 亿元，每股收益为 0.61 元、0.79 元、0.93 元，对应 PE 为 63 倍、49 倍、41 倍，

我们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法计算出的公司合理市值为 743 亿元，对应股价为 53.21 元。

我们认为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上市的歼击机总体制造商，能够受益于我国先进军用飞

机的持续列装，业务具有高成长性，维持“买入”评级。 

内蒙一机：公司作为地面装备龙头，直接受益于陆军机械化带来的对地面装备

的大量需求，同时公司是混改试点，有望受益于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持续推进。

我们预测公司 2018-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7.53 亿元、9.40 亿元、11.33 亿元，对

应 PE 为 30 倍、24 倍、19 倍，公司是国内军工主机厂中估值水平最低的，同时与其

他主机厂相比，公司研发实力更强，业务成长性好，资产质地优良，维持“买入”

评级。 

中航机电：公司是中航工业集团下属航空机电板块的上市平台，受益于国家对

军民用航空的持续投入，公司航空机电业务保持了稳定的内生增长，随着我国军用

飞机的继续列装，我们认为公司业绩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同时航空机电板块的

609 所、610 所都是第一批改制的科研院所，未来公司还将受益于科研院所改制的推

进。我们预计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7.97 亿元、9.37 亿

元、11.34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36 倍、30 倍、26 倍，给予“买入”评级。 

中航光电：公司作为国内军用航空连接器主要供应商，受益于国产大型客机+高

端国产军用飞机列装进度加快，此外飞机集成安架业务增速有望进一步提升；民用

方面，公司下游主要为电动车，将充分受益于国内电动车市场持续高增长；液冷+高

速连接器等新业务将逐步实现产业化，将为公司带来增量业绩；实施股权激励后，

根据解锁条件公司业绩增长有明确目标，同时员工积极性显著提升。看好公司长期

发展前景。我们预计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0 亿元、12.50

亿元、15.54 亿元，我们看好公司发展前景，给予“增持”评级。 

3.   本周行情总结 

本周上证综指涨幅 0.95%，创业板指数涨幅 0.11%，申万国防军工指数涨幅

-1.04%。 

表 1：军工板块本周行情总结 

本周军工板块涨幅前十（2018-5-18）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周涨跌幅 2018 预测 PE 2019 预测 PE 

002023.SZ 海特高新 10.74% 154 100 

600760.SH 中航沈飞 7.50% 6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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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64.SZ 长鹰信质 5.33% 31 25 

000733.SZ 振华科技 4.56% 28 23 

300065.SZ 海兰信 4.50% 35 27 

300456.SZ 耐威科技 3.16% 48 34 

600562.SH 国睿科技 2.99% 52 41 

002179.SZ 中航光电 2.72% 31 24 

002366.SZ 台海核电 2.60% 18 14 

300516.SZ 久之洋 2.42% 46 37 

本周军工板块跌幅前十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周涨跌幅 2018 预测 PE 2019 预测 PE 

600480.SH 凌云股份 -8.01% 14 11 

600271.SH 航天信息 -7.10% 28 23 

600501.SH 航天晨光 -6.96%   

300353.SZ 东土科技 -6.88% 38 26 

300159.SZ 新研股份 -6.80% 23 16 

002338.SZ 奥普光电 -6.58% 72 61 

600072.SH 中船科技 -6.46% 79 51 

000801.SZ 四川九洲 -5.30% 57 45 

600685.SH 中船防务 -5.23% 157 99 

300397.SZ 天和防务 -5.20%   

主流军工标的本周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周涨跌幅 2018 预测 PE 2019 预测 PE 

600760.SH 中航沈飞 7.50% 66 55 

600562.SH 国睿科技 2.99% 52 41 

002179.SZ 中航光电 2.72% 31 24 

600967.SH 内蒙一机 1.93% 34 27 

600893.SH 航发动力 0.66% 49 41 

002025.SZ 航天电器 -0.28% 29 23 

600482.SH 中国动力 -0.42% 28 22 

002013.SZ 中航机电 -1.85% 33 27 

601989.SH 中国重工 -1.94% 97 85 

600038.SH 中直股份 -1.94% 46 37 

000768.SZ 中航飞机 -2.93% 8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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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85.SH 中船防务 -5.23% 157 99 

数据来源：wind，预测 PE 数据为 wind 一致预期，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4.   近期发布报告 

中航沈飞：发布股权激励计划，进入业绩释放和兑现期 

主流军工企业报表分析：从现金流和关联交易看产业链地位和成长性 

5.   行业重点新闻 

【航母】中国国产航母圆满完成首次海试。5 月 13 日，首艘国产航母正式开始

海试。经过 5 天的连续奋战，5 月 18 日，国产航母完成首次海上试航试验任务，包

括测试船舶动力系统、船舶通信系统在内的多项设备，即将返回位于大连的造船厂

码头。首艘国产航母从设计到建造，全部由我国自主完成。其研制和建造，标志着

我国已经掌握了建造中型航母，以及后续建造更大型航母的能力。 

 

【航天】中国首枚民营自研商用火箭“重庆两江之星”首飞成功。5 月 17 日 7

时 33 分 31 秒，重庆零壹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OS-X 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在中国

西北某基地成功点火升空。“重庆两江之星”成功点火升空是在国家军民融合政策指

导下，民营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典范，实践了快速、高效的新型商业航

天发展模式。 

 

【航天】高分五号卫星成功发射。5 月 9 日 2 时 28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高分五号卫星。高分五号卫星是高分专项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我国实现高光谱分辨率对地观测能力的重要标志，将满足环境综合监

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有助于我国掌握高光谱遥感信息资源自主权。 

 

【航天】禹洲携手中国航天建智慧小镇。5 月 8 日上午，禹洲集团与中国航天建

设集团正式签订了全国首个“航天智慧小镇”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是双方响应国

家“军民融合”号召，在新型航天科学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合作，

共同打造新型航天科技产业项目。 

 

【电科】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在京闭幕。5 月 17 日，第十一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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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在京顺利闭幕，为期 11 天。本届展会以饯行“军民融合”，

助力“一带一路”为主题，来自美国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余家企业参展。展品

涉及电子、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等多领域相关电子产品，涵盖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产品、火控系统、雷达系统、电子对抗系统、指挥与控制系统等技术产品。多

领域新锐国防电子产品凸显旺盛自主创新能力。 

 

【航空】中国 200 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飞行创纪录。5 月 15 日新华社报道，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日前成功完成了 200 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飞行，创新纪录。同时还

成功实现了国内首次小型折叠翼无人机双机低空投放和模态转换试验。大规模、低

成本、多功能的无人机集群通过空中组网、自主控制、群智决策，可以应用于多种

探测感知、应急通信等任务。 

 

【航空】空军轰-6K 战机岛礁起降训练提升海上实战能力。空军航空兵某师近

日组织轰-6K 等多型多架轰炸机，在南部海域开展岛礁起降训练，锤炼提升“全疆域

到达、全时空突击、全方位打击”能力。 

 

【航空】运-20 首次亮相联合演练。近日，中国自主发展的运-20 大型运输机首

次与空降兵部队联合开展空降空投训练，这是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远程空降作

战能力建设的又一次跃升。运－20 飞机自 2016 年 7 月列装空军部队后，2017 年 7

月曾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现在进行联合训练，使运-20 更快

适应未来作战需要。 

 

【航空】中国空军歼-20 战机首次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中国空军新闻发言

人申进科大校 5 月 9 日发布消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近日首

次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进一步提升空军综合作战能力。按照“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战略目标，近年来空军高新武器装备成体系发展，一系列新型战机投入

新时代练兵备战。 

 

【航空】我军苏 35 首飞巴士海峡。据 5 月 11 日报道，苏-35 战机首次与轰

-6K 战机编队飞越巴士海峡，实 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空军指出，这次绕飞

台岛巡航，多架轰-6K 战机分别从台岛南北两端同时双向飞行，空警-2000 预警机和

苏-35、歼-11 等战机，前出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区域实施指挥控制和伴随掩护，预

警侦察、轰炸突击、支援掩护一体行动，构建起海上空中作战力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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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革】内地首家军工科研院所获批转制为企业。国防科工局等八部门日

前批复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转制为企业，并明确转制适用政策，需要开

展的重点工作和程序。这成为本次军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获得批复的第一家转制为

企业的单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军工体制改革是今年的

重点戏。2018 至 2019 年将成为军工科研院所改制和资本化高潮期，部分重点公司的

投资价值有望大幅提升。 

 

【行业政策】习近平视察军事科学院并发表重要讲话。5 月 16 日，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视察军事科学院，代表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对军事科学院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强调，军事科

学是指导军事实践、引领军事变革的重要力量。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行业政策】“鲲鹏计划”助力中关村科技创新军民融合发展。第四届国防知识

产权军民融合论坛分会场暨“鲲鹏计划”之军民融合项目路演活动，11 日在北京圆

满落下帷幕。一批高科技军民融合项目与投资机构成功对接，取得显著成效。“鲲鹏

计划”制定了“5181”目标，即：5 年服务 1000 个军民融合项目，助力 80%的入孵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打造 1000 亿市值产业集群。 

6.   重点公司新闻公告 

【中航机电】2017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32

亿元，同比增长 8.45%，实现归母净利润 5.79 亿元，同比减少 0.71%。 

 

【中航沈飞】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

予 407.2741 万股限制性股票，涉及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占本激励计

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39,721.8285 万股的 0.2915%。 

 

【中国重工】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辞职。华伟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向

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华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中国动力】子公司武汉船机与关联方共同对电机股份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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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武汉船机以实物资产作价 33,988.87 万元与公司关联方汾西重工以实物资

产作价 17,746.26 万元，共同对电机股份增资，增资完成后武汉船机和汾西重工分别

持有电机股份 44.39%、40.62%股权。 

 

【中国动力】公司与中船重工共同向重齿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 8.5 亿元与中船重工以现金 6.5 亿元共同向重齿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与中

船重工将分别持有重齿公司 42.71%、57.29%股权。 

 

【台海核电】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台海核电，股票代码：002366）于 2018 年 5 月 7 日开市起复牌。 

 

【航天电子】2017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54 亿元，同比

增长 13.04%，实现归母净利润 5.25 亿元，同比增长 9.73%。 

 

【中航高科】2017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4

亿元，同比增长 4.55%，实现归母净利润 8357 万元，同比增长 13.82%。 

 

【中国长城】与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

金蝶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本次合作有利

于扩大双方行业品牌的影响力、市场占有率，在共享客户资源、技术服务等方面实

现互利互惠。 

 

【航发动力】子公司中航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减资退出暨关联交易。公

司下属子公司精铸公司股东中航产投拟通过减资方式对其持有的精铸公司 13.57%股

权进行清理。减资后，精铸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00 万元减少至 172,857.12 万元，并

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航发动力】部分募投项目竣工验收。公司“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生产能力建设

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公司可据此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正式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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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发科技】获得政府补助。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公司共收到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5,315,258.41 元。 

 

【三力士】2017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2 亿元，

同比增长 7.94%，实现归母净利润 1.61 亿元，同比减少 28.80%。 

 

【航天晨光】2017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36

亿元，同比减少 17.19%，实现归母净利润 1171.13 万元，同比减少 19.86%。 

 

【楚江新材】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新后）。2018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30.09 亿元，同比增长 38.24%，实现归母净利润 1.02 亿元，同比增长 23.57%。 

 

【楚江新材】公司收购资产。公司分别与江苏鑫海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

海铜业”）、汤优钢先生、张小芳女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及《股

权转让协议和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楚江新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江苏鑫海铜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利用各自的优势，遵

循优势互补原则，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铜导体材料领域建立深度战略伙伴合作关

系。 

 

【卫士通】“网安飞天”安全云平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网安与阿里云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强强联合，携手国内一流的国产软硬件厂商，基于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核高基项目，打造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网安飞天”安全云平台品牌，构建

国产自主可控安全云平台生态链。 

 

【久之洋】签订重大合同。公司近日与某政府采购方签订了一份政府订货合同，

合同金额 12,134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39.00%。该合同将对公司 2018 年度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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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精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拟通过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日发集团、杭州锦琦以及杭州锦磐合计持有的捷航投资

100.00%股权，捷航投资的主要资产为其间接持有的 Airwork 100.00%股权。 

 

【景嘉微】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44,000 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 0.02%，回购价格为 17.11 元/股。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270,396,000 股变更为 270,352,000 股。 

 

【华力创通】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原激励对象张鸣亮、张克俭、王海江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拟回购其所持有但尚未

解锁的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 108,000 股。回购注销完成后，总股本将由 615,837,387

股减至 615,729,387 股。 

 

【旋极信息】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 5,865,750 股，占本次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11,159,573,798 股的 0.5059%。，回购

价格为 10.52 元/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59,573,798

股变更为 1,153,708,048 股。 

 

【华讯方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为 3,772,360 股，其中回购注销 5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3,372,360 股，回购注销已离职人员王巍先生的限制性股票

400,000 股。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天海防务】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持股 9.77%的第二大股东李露拟

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起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

过 23,437,5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414%）。 

 

【金信诺】公司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黄昌华增持 34100

股，增持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53556895 股，占总股本的 34.55%。 

 

【金信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补充质押。持股 34.55%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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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黄昌华补充质押 380 万股，累计质押 1.09 亿股，占总股本的 24.60%。 

 

【海特高新】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持股 17.18%的控股股东李飚质押 1.04 亿股，

累计质押 1.04 亿股，占总股本的 13.74%。 

 

【新余国科】第二大股东部分股权质押。持股 28.17%的公司第二股东江西钢丝

厂质押4356600股，累计质押4356600股，占其持有股份的19.33%，占总股本的5.45%。 

 

【台海核电】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持股43.54%的控股股东台海集团质押1000

万股，累计质押 3.42 亿股，占其持有股份的 39.46%，占总股本的 90.63%。 

 

【南洋科技】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持股 12.70%的股东邵奕兴补充质押 975

万股，累计质押 8865 万股，占总股本的 9.36%。 

 

【楚江新材】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持股 40.38%的控股股东楚

江集团质押 390 万股，累计质押 2.64 亿股，占其持有股份的 61.14%，占总股本的

24.69%。 

 

【天和防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办理质押回购延期及补充质押业务。持股 40.70%

的公司控股股东贺增林补充质押 924 万股，累计质押 7552.3 万股，占其持有股份的

77.32，占总股本的 31.47%。2137 万质押股数回购延期至 2019 年 5 月 7 日。 

 

【杰赛科技】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近日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证书编号：GR201744008437），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新余国科】获得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公司近日收到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颁发的《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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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红外】公司副总经理辞职。因个人原因，熊立平先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

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及公司子公司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后不在公司

担任任何职务。 

7.   风险提示 

武器装备列装进度不及预期；军工领域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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