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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行业动态周报： 

机电航电系统合并，机制改革提升效率 

行业分类：军工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军工指数(2018.6.8) 1015.64 

军工指数涨跌幅 -2.47% 

基础数据（2018.6.8） 

总市值（亿元） 7,472.05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6,306.04 

PE（TTM） 64.10 

PB（LF） 2.30 

上证指数 3067.15 

深证成指 10205.52 

沪深 300 3779.62 

创业板指 1711.52 

近一年军工与沪深 300 指数走势对比图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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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回顾： 

 本周表征军工板块行情的中航军工指数收于 1015.64 点，下跌 2.47%，跑

输沪深 300 指数 2.71 个百分点。本周大盘继续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信用

债“违约潮”影响，基本呈横盘震荡，市场整体信心不足。军工板块本周

受市场影响继续下跌，而随着军工企业、军民融合改革的不断加速，未来

军工行业业绩持续面临大幅改善的局面，因此长期来看，预计板块向好趋

势不变。 

 重大事件： 

 1、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凝聚团结互信新力量；2、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二

号 H 卫星，奠定中美欧三足鼎立格局；3、空工业集团正在筹划机载系统

公司的组建方案；4、英国首相特雷莎梅：G7 峰会中出现了部分争议和分

歧。 

 全球动向： 

 1、“猎鹰 9”火箭成功发射一颗欧洲通信卫星；2、韩国与加拿大防长同日

访问越南 与越高官谈南海问题；3、美国参院通过新法案 竟鼓吹美军参

加台湾汉光演习；4、伊朗驻华大使：美国对中国南海军事化指责是“噪

音” 

 核心观点： 

 机载系统整合，深化机制改革：本周航空工业集团正在筹划机载系统公司

的组建方案，涉及“中航机电系统”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公司”的整合。

此次机载系统公司的组建，将有利于公司加快航电产业专业化发展，特别

是在我国民机产业逐渐起步的背景下，有利于公司民机产业拓展。也有利

于集团内相关业务的开展，合并之后，可以更加系统的给飞机研制项目提

供解决方案，避免了项目的分开招标和流失。所以说，这一举措，在促进

产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公司管理效率。 

 重点关注公司的盈利预测（2018年 6月 8日收盘价） 

代码 公司名称 收盘价 
EPS PE 

2017A 2018E 2019E 2017A 2018E 2019E 

300101 振芯科技 14.32 0.05 0.16 0.28 260.71  90.70  50.99  

300263 隆华节能 6.06 0.05 0.09 0.15 120.69  64.99  39.83  

300159 新研股份 8.08 0.27 0.41 0.55  29.70  19.92  14.63  

 风险提示： 

 军工改革进度低于预期，军工行业发展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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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工行情回顾 

1.1、中航军工指数表现 

图表 1：本期军工板块涨跌情况及指数对比 

代码 简称 
2018/6/1 2018/6/8 

指数涨跌幅 
收盘价 收盘价 

399959.SZ 中航军工指数 1,041.37 1,015.64 -2.47% 

000001.SH 上证综指 3,075.14 3,067.15 -0.26% 

399001.SZ 深证成指 10,169.35 10,205.52 0.36% 

000300.SH 沪深 300 3,770.59 3,779.62 0.24% 

399006.SZ 创业板指 1,709.55 1,711.52 0.12%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2：近一周军工指数与各指数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3：近一年军工指数与各指数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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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2018年 6月 4日至 6月 8日）表征军工板块行情的中航军工指数收于 1015.64点，下跌 2.47%。

上证指数下跌 0.26%，深证成指上涨 0.36%，创业板指上涨 0.12%，沪深 300上涨 0.24%，军工指数跑输沪

深 300指数 2.71个百分点。本周大盘继续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信用债“违约潮”影响，基本呈横盘震荡，

市场整体信心不足。军工板块本周受市场影响继续下跌，而随着军工企业、军民融合改革的不断加速，未

来军工行业业绩持续面临大幅改善的局面，因此长期来看，预计板块向好趋势不变。 

1.2、军工个股表现 

本周军工个股表现较差。在中航军工指数 48只成分股（去除停牌股票）中仅有 9 只股票上涨，2只持

平，其余全部下跌。 表现较好的前五只股票分别为中航机电（5.61%）、中航光电（4.07%）、威海广泰（3.95%）、

海兰信（2.05%）、中航飞机（2.03%）；市场表现较后的五只股票分别为航天科技（-34.21%）、光电股份

（-11.95%）、航天晨光（-10.69%）、海格通信（-10.34%）、中国动力（-9.92%）。 

 

图表 4：本周中航军工板块前五个股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期收盘价 
区间涨跌幅

（%） 

区间换手率

（%） 

市盈率

(TTM) 

市净率

(LF) 

002013.SZ 中航机电 7.72  5.61  3.08  47.50  3.28  

002179.SZ 中航光电 40.61  4.07  2.82  39.70  6.47  

002111.SZ 威海广泰 12.88  3.95  9.07  39.91  1.85  

300065.SZ 海兰信 14.42  2.05  8.80  46.49  4.25  

000768.SZ 中航飞机 15.61  2.03  3.97  73.73  2.75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5：本周中航军工板块后五个股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期收盘价 
区间涨跌幅

（%） 

区间换手率

（%） 

市盈率

(TTM) 

市净率

(LF) 

000901.SZ 航天科技 11.94  -34.21  4.94  52.98  1.94  

600184.SH 光电股份 13.78  -11.95  3.50  150.28  3.07  

600501.SH 航天晨光 8.86  -10.69  11.80  270.40  1.69  

002465.SZ 海格通信 8.67  -10.34  9.41  66.35  2.50  

600482.SH 中国动力 19.34  -9.92  5.05  28.38  1.28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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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周新闻动态 

2.1、国内重大事件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凝聚团结互信新力量 

6 月 9日至 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将主持会议并举行相关活动，习近平主席表示：“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必

将成功。”（中国军网） 

http://news.youth.cn/sz/201806/t20180604_11635931.htm 

 台军汉光演习第一天就出事 F16战机在基隆撞山坠毁 

台军“汉光 34军演”首日即遭横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一架参与演习的 F-16战斗机于 6月 4日下午

13 时 43分在雷达屏幕上消失，随后台军方在基隆山区发现了战机的撞击点，显然从雷达上“失踪”的 F-16

已经撞山坠毁。（新浪军网）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04/doc-ihcmurvh5435459.shtml 

 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二号 H 卫星 奠定中美欧三足鼎立格局 

2018年 6月 5日 21时 07分，中国最新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H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载

火箭发射升空。作为中国第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的收官之作，它不仅性能更加优化，而且其运

行轨道更折射出中国气象卫星在全球地球观测活动中日益增强的话语权。（环球网）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06/doc-ihcqccip1838916.shtml 

 蔡英文想把南沙宝岛租给美国 报复解放军舰机绕台 

台“国防部”的亲绿营智库提议，蔡政府可考虑以人道主义救援名义将太平岛租借给美国，作为对大陆舰

机绕岛的“反击”手段。（环球网）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06/doc-ihcqccin9988531.shtml 

 我空军空降兵组织首次空降机步营全要素空降作战演练 

空军空降兵首次空降机步营全要素空地一体实兵实弹演练，日前在鄂北某地举行。这次演练按“条件未知、

建制拉动、到达即战”原则，实施了人员集结、远程机动、物资空投、实兵伞降、要点抢控等十余个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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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行动，全面检验和锤炼空降机步营作战能力。（新华网） 

http://mil.news.sina.com.cn/2018-06-10/doc-ihcufqif3800162.shtml 

2.2、国际重大事件 

 “猎鹰 9”火箭成功发射一颗欧洲通信卫星 

6 月 4 日凌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 9”火箭成功将欧洲卫星公司的一颗通信卫星送入太空。去

年 9 月，这枚火箭的第一级将美国空军的无人空天飞机 X－37B 送入太空，然后被回收。但本次发射后，

火箭第一级没有被回收，而是落入海中。这次发射的是欧洲卫星公司的 SES－12卫星，它是一颗全电气化

卫星，将通过电力推进来进行轨道提升和在轨机动。卫星将帮助欧洲卫星公司加强对亚太和中东地区用户

的视频和数据等服务。（中国军网） 

http://www.81.cn/gjzx/2018-06/04/content_8051837.htm 

 外媒：美军 B52轰炸机飞越中国南沙岛礁上空 

CNN 消息，据一位美国国防官员透露，本周一，两架美国 B-52轰炸机飞越了中国南沙岛礁。美空军否认轰

炸机在岛屿附近飞行。而随后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关岛的轰炸机正在进行“常规训练任务”，目的是从

美国境内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飞往位于英国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地区，向海军提供支援。（环球网）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05/doc-ihcqccin5576747.shtml 

 俄方：中国购俄最后 10架苏 35战机年内将全部交货 

外媒称，据一家俄罗斯国有公司称，中国购买的最后一批俄制苏-35 飞机将于今年交付。据美国《国家利

益》网站 6月 3日援引俄罗斯媒体报道，在 5月 24日至 26 日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国有的

俄罗斯技术公司宣布，最后 10架苏-35飞机将于 2018年交付给中国。（参考消息） 

http://mil.news.sina.com.cn/2018-06-05/doc-ihcqccin4628912.shtml 

 韩国与加拿大防长同日访问越南 与越高官谈南海问题 

据越通社 4日报道，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当天下午会见正在越南访问的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阮春福表

示，建交 25年来尤其是 2009 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越韩友好合作关系蓬勃发展，两国在经

贸、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他高度评价两国外交部的合作成果，并指出，越南政府一向支持

并为两国国防部加强合作，从而进一步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等创造便利条件。（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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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05/doc-ihcmurvi1388667.shtml 

 美媒称上合军演 8月将在俄乌拉尔山举行 规模约 3000 人 

美媒称，俄罗斯军方 4 日宣布，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地区大国将集结约 3000 名官兵以及 500 种武

器系统，参加联合反恐演习，该演习将于 8月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市举行。（参考消息）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06/doc-ihcqccip2220819.shtml 

 美国参院通过新法案 竟鼓吹美军参加台湾汉光演习 

美国近期一系列涉台言论及举动，频频挑战“一中”红线。继众议院高票通过纳入涉台条款的“2019财政

年度国防授权法案”（HR 5515）后，参议院也在跟进。据“中央社”7 日报道，当地时间 5 日，美国参议

院军事委员会公布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与众议院版本相比更加肆无忌惮，竟要求美军适当参

加台湾军演，如年度汉光演习，另外还考虑让台湾参加美国军事演习。（观察者网）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07/doc-ihcqccip9290154.shtml 

 菲律宾海军首度参加环太军演 700人特遣队赴夏威夷 

据“中央社”6 月 6 日报道，菲律宾海军军舰及一支 700 人特遣队今天（6 日）动身前往夏威夷，参加由

美国主持、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观察者网）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07/doc-ihcqccip8059206.shtml 

 美接连研发两款高超音速武器 因中俄取得重大进展 

本周，据美国《航空周刊》杂志报道，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 6月 4日又收到了来自美国国防部有关研发高

超音速武器的新合同。作为近 3个月来美军连续向洛马公司发出的第二份有关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相关合

同，美国军队在高超音速领域的急迫追赶心态可见一斑。（观察者网）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10/doc-ihcufqif3444945.shtml 

 伊朗驻华大使：美国对中国南海军事化指责是“噪音” 

美国防长马蒂斯日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的发言中，指责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意在“恐吓”

和“胁迫”邻国。伊朗驻华大使哈吉 6 月 9 日表示，美国对中国南海“军事化”的指责是一种“噪音”，

目的在于对抗中国，故意破坏该地区稳定。（环球时报） 

http://mil.news.sina.com.cn/2018-06-10/doc-ihcufqif19062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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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公告 

 中航重机（600765）：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的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和及时，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8年 6月 5日起停牌。 

 中国动力（600482）：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审议通过以自有资金 8.5 亿元与关联方中船重工集团共同对重齿公司增资，

公司及中船重工集团的增资款已于 2018年 6月 4日到账。 

本次交易完成后，重齿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重齿公司 51.94%股权，最终交易金额及持股比例

以经有权部门备案的评估值确定。 

 深天马 A（000050）：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预案 

为进一步改善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公司拟申请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 20亿元）。 

 海格通信（002465）：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业绩承诺变更的公

告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海格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易灿、徐建军承诺长沙海格 2013 至 2018

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6800 万元，易灿、徐建军拟按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补偿款 3819.45 万元，提

前完成业绩补偿承诺。 

 中信海直（000099）：关于获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2018 年 6 月 1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行）》正式

实施。当日上午公司通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管理系统”在线申请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

证。 

2018 年 6 月 4 日，公司获得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核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该

证许可公司的经营项目为“航空喷洒（撒）、航空拍摄、空中拍照、表演飞行、驾驶员培训”，有效期限为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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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的获得是公司从事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动合法 合规的重要

凭证，增强了公司在无人机应用服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无人机市场拓展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影

响。 

 中国核电（601985）：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2015 年 5 月 2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953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

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3,891,000,000 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2015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15,565,430,000股。 

 康拓红外（300455）：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获得财政部批复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财政部国防司关于批复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函（财防便函[2018]54 号），原则同意航天科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控制工程研

究所所属北京轩宇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轩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康拓红外资产重组事项。 

 新研股份（300159）：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公告称，公司披露定增预案，拟非公开发行不超 1.5 亿股，募资不超 15 亿元，用于航空航天装配厂等多

个项目。 

 中航电子（600372）：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航机电

系统有限公司整合，组建航空机载系统公司。 

 中航机电（002013）：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拟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整合，组建机载系统公司。 

 中国核电（601985）：与俄罗斯核电建设出口公司签署重大战略框架合同的公告 

2018年 6月 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共同见证下，中俄双方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田湾核电站 7、8号机组框架合同》和《徐大堡核电站框架合同》。 

 海格通信（002465）：重大合同公告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与特殊机构客户签订的订货合同，合同总金额约 2.09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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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观点：机载系统整合，深化机制改革 

本周五晚，中航机电发布公告称，航空工业集团正在筹划机载系统公司的组建方案，涉及“中航机电

系统”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公司”的整合。同时中航电子也发布了上述消息。本次整合所涉及的事项中

航电子的公告用了一句话概括即“将有利于公司加快航电产业专业化发展，有利于公司民机产业拓展，有

利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公司管理效率。”  

航空机电系统，主要指环控系统、燃油系统、液压系统、制动系统、救生系统、照明和生活设施系统、

电力系统等，可类比于飞机的肌肉和血管。航空航电系统，主要指通信与导航、核心处理器、显示系统、

惯性导航系统、机载维护和飞行记录系统、综合监视系统等，可类比于飞机的神经及大脑系统。 

二代机到三代机的升级，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航电系统的发展”。二代战机注重超音速飞行，重视空

战能力和火力强弱，但因为雷达等系统较弱，导致先天的“近视”。例如 F4、米格 23，国产的例如 J7、J8、

Q5 等。三代机，除了动力更大、高低空性能更优异以外，它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航电电子系统的应用，例如

J-10、F16 等。航电系统的大范围出现显著的提升了飞机的作战综合性能和反应速度，除了导航、显示控

制等性能大幅提升之后，原来依赖“机械控制”的环节可以直接通过“电子控制”。原来的火控系统是机

械控制，现在的火控系统是电子按键，例如“钢丝变电线”。 

对于相关军机市场的价值，二十多年前才出现的航电系统，当前的价值总额已经超过了机电系统。以

三代机为例，机电系统约占整机价值的 10%，航电系统约占总价值的 20%。所以，现在战机的价格可以分

为三部分，分别是飞机机身、航空发动机和机载系统，各占飞机总价值的三分之一。所以说，本次机电和

航电组建成立的机载系统公司，在飞机制造产业链中的地位将非常的重要，并且，随着未来航空装备的升

级，它的占比或将继续提升。 

在当今航空制造产业内机电和航电系统已经融合到了一体。在国外这两个系统基本都是一个公司，例

如通用、霍尼韦尔、派克等。因此此次机载系统公司的组建，将有利于公司加快航电产业专业化发展，特

别是在我国民机产业逐渐起步的背景下，有利于公司民机产业拓展。也有利于集团内相关业务的开展，合

并之后，可以更加系统的给飞机研制项目提供解决方案，避免了项目的分开招标和流失。所以说，这一举

措，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公司管理效率。 

五、风险提示 

军工改革进度低于预期，军工行业发展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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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我们设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评级如下： 

买入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超过综合指数增长水平，股价绝对值将会上涨。 

持有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与综合指数增长相若，股价绝对值通常会上涨。 

卖出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将低于综合指数增长水平，股价将不会上涨。 

 

我们设定的行业投资评级如下： 

增持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高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 

中性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相若。 

减持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低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 

 

我们所定义的综合指数，是指该股票所在交易市场的综合指数，如果是在深圳挂牌上市的，则以深圳综合

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参考基准，如果是在上海挂牌上市的，则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参考基准。而我

们所指的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是以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参考基准。 

 

分析师简介 

李欣，SAC执业证书号：S0640515070001，从事机械军工行业研究，探寻行业公司价值。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师本人

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

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

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免责声明： 

本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本报告而使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违反当地

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中航证券受制于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此

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属于中航证券。未经中航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本报告的材料、内容或

其复印本给予任何其他人。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查照只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券或其他金融票据的

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中航证券未有采取行动以确保于本报告中所指的证券适合个别的投资者。本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

何人的投资建议，而中航证券不会因接受本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中航证券认为可靠，但中航证券并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中航证券不

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任何责任，除非该等损失因明确的法律或法规而引致。并不能依靠本报告以取代行

使独立判断。中航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分析员的不同设想、

见解及分析方法。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中航证券及关联公司的立场。 

中航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参与或投资本报告所提及的发行人的金融交易，向该等发行人提供服务或向他们要求给

予生意，及或持有其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中航证券于法律容许下可于发送材料前使用此报告中所载资料或意见或他们所根

据的研究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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