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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点 

 【浙商家电】集成灶完美收官，行业加速进行时 

2017 集成灶行业完美收官，线上市场成增长亮点；2015 成为集成灶发展

元年，行业从导入期步入成长期；传统家电企业投鼠忌器，集成灶发展迎来

窗口期；行业格局初步稳定，浙江美大一枝独秀。  

 【浙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迎“开门红”

──新能源汽车行业点评 29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6 倍；北汽新能源、比亚迪、上汽领跑 1

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预计超过 110 万辆。建议关注

国轩高科、杉杉股份、赣锋锂业、多氟多、坚瑞沃能、特锐德等标的。 

 【浙商电力设备及新能源】旷达科技(002516)：多维度推动对安世半导

体的收购 

多维度推动对安世半导体的收购；增资旷达汽车饰件，利好主业发展；

暂不考虑对安世半导体的并购及其业绩贡献预期，我们预计，公司于

2017~2019 年将实现当前股本下 EPS 0.25 元、0.26 元、0.29 元，对应 21.9 倍、

21.0 倍、19.1 倍 P/E。维持“增持”评级。 

 【浙商机械】杭氧股份：业绩预告符合预期，今年业绩仍有望高增长！ 

公司 2017 年业绩符合我们之前给的 3.4-3.5 亿预期，我们认为实际净利

润略超 4 亿，扣除资产减值后净利润 3.44 亿。设备业务强势复苏，2018 年设

备订单仍有望大幅增长，保障了未来几年设备业务高增长。气体业务长期成

长，受益于经济回暖，气体价格也稳步回升，尤其是氩气，受益于单晶硅产

能快速投放，均价不断抬升，气体业绩弹性得到释放。建议积极关注！ 

 【浙商新能源】兆新股份（002256）：全年业绩超预期，上海中锂并表

在即 

光伏运营盈利增强，全年业绩超预期；2017 年业绩达标，上海中锂将正

式并表；深度布局锂电上游，盐湖提锂蓄势待发。假设在上海中锂、青海锦

泰业绩承诺完成的情况下，结合对兆锋锂业的盈利测算，我们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对应 EPS 分别为 0.06、0.15、0.30 元，对应 PE 65.7 倍、26.8 倍、

13.6 倍，维持买入评级。 

 【浙商汽车零部件 陈珂】一汽富维：拟与本特勒合资车身轻量化业务，

十三五战略稳步推进 

合资本特勒拓展公司发展空间。一汽大众新周期有望促进业绩高增长。

公司下游客户业绩稳定，有望取得持续高速增长，公司作为核心供应商，业

绩增长确定性较高。目前估值仍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具有良好的投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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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与个股 

1.1. 【浙商家电】集成灶完美收官，行业加速进行时 

报告导读 

集成灶行业 2017 年销售数据点评。 

投资要点 

2017 集成灶行业完美收官，线上市场成增长亮点 

据中怡康预测数据，2017 年集成灶市场销售规模在 150 万台左右，零售规模突破百亿元市场，行业销

售数据亮眼，实现完美收官。其中线上市场增长格外强劲，监测数据显示，集成灶线上市场规模达到 21.4

万台，销售额突破 1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7%和 102.6%，线上集成灶行业均价达 5325元，同比增长 21.3%，

集成灶行业线上市场量价齐升。集成灶行业线上销售起步晚，但发展迅速，趁电商发展东风，集成灶线上

销售市场取得高速增长。 

2015 成为集成灶发展元年，行业从导入期步入成长期 

据集成灶行业首份白皮书显示，国内集成灶产量在 2011-2015 年为 35 万套、40 万套、45 万套，同比增

长 13%、11%和 36%，但在 2016 年则一举跃升至 70 万套，实现同比 56%的高速增长。白皮书预测，2017

年国内集成灶产量将攀升至 120 万套，2018 年更将达到 175 万套，同比增长 71%和 46%。预计至 2020 年，

集成灶市场容量将从 2014 年的 32 亿增至 150 亿，年复合增速达 29%。集成灶这一产品在 2003 年面世后，

经历了长达12年的市场培育，2015年开始逐渐走进大众主流消费视野，行业发展逐渐从导入期步入成长期。

2015-2017 年集成灶行业已经取得连续三年高速增长，并呈现加速趋势。我们认为作为耐用消费品且销售基

数低，集成灶未来仍有望保持 50%以上的高速增长。 

传统家电企业投鼠忌器，集成灶发展迎来窗口期 

伴随着集成灶的持续热销，包括 TCL、容声、志高、海尔等传统知名家电品牌开始尝试涉足集成灶领

域，大多企业直接找国内厂商做 OEM，终端销售并未产生较好的效果，但这些知名企业的进驻对提升集成

灶在消费者群体中的知名度颇有裨益。而传统厨电巨头如老板、方太等，因集成灶与传统分体式烟机灶具

存在替代关系，均尚未涉足这一新兴领域，我们认为这也为集成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窗口期。 

行业格局初步稳定，浙江美大一枝独秀 

目前全国有集成灶企业超过 200 家，已形成浙江海宁、浙江嵊州及广东中山顺德地区三大产业集群地。

其中，浙江海宁板块的代表企业为浙江美大、火星人、优格、厨壹堂等；浙江嵊州板块的集成灶企业最为

集中，代表企业有帅丰、亿田、森歌、奥田等；广东中山集成灶的企业较为分散，代表企业为金利、风田

等。虽然集成灶行业起步晚，但发展至今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业格局，从产量规模来看，浙江美大一枝独

秀，预计 2017 年集成灶产量达到 30 万套；而以帅丰、亿田、火星人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年产量均达到 10

万套以上；以森歌、奥田为代表的第三梯队企业具备产量 5 万套以上的生产能力。推荐已初步占据规模优

势的集成灶原创及龙头企业浙江美大。 

 

 

1.2. 【浙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迎“开门红”──新能源汽车行业

点评 29 

事件概述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4.06 万辆和 3.85 万辆，同比增长 4.6

倍、4.3 倍。在新能源乘用车细分市场，北汽新能源、比亚迪和上汽乘用车的产销量居前。 

投资要点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6 倍 

根据中汽协的统计数据，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4.06 万辆和 3.85 万辆，同比增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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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4.3 倍。其中，新能源乘用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5.0 倍和 4.5 倍；新能源客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7.2 倍和

20 倍；新能源货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87%和 95.2%。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8 万辆和 2.68 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3.7 倍和 4.3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产销分别完成 1.28 万辆和 1.17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8.4 倍和 4.4 倍。纯电动车型在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中的贡献为 68.5%、69.6%，我们认为，全年贡献度

将超过 80%。 

我们认为，1 月产销数据同比高增长的原因有：1）2018 年的春节出现在 2 月后半月，1 月有效工作日

较满；而 2017 年的春节则出现在 1 月下旬，当年 1 月的有效工作日较少。2）新能源汽车推广得力，市场

接受度较高。 

北汽新能源、比亚迪、上汽领跑 1 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 

据电动汽车资源网援引乘联会统计数据，2018 年 1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为 3.2 万辆。从车企表现看，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突破 5000 量的车企有三家：北汽新能源、比亚迪、上汽乘用车，销量分别为 7930 辆、

7151 辆、5010 辆，合计销量占 1 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 63.5%份额，这三家车企年度销量目标分别为 15 万辆、

20 万辆、10 万辆。 

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预计超过 110 万辆 

我们维持此前预测，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将达到 110.8 万辆，同比增长 39.5%，对应动力电池总

需求 43.3GWh，同比增长 33.2%。其中，2018 年纯电动乘用车的产量预计为 72 万辆，同比增长 50.6%，车

型将更为丰富，平均续航里程将有所提高。建议关注国轩高科、杉杉股份、赣锋锂业、多氟多、坚瑞沃能、

特锐德等标的。 

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推广或不达预期，新科技产业化存在一定程度的试错风险；补贴退坡预期或致行业估值中

枢承压。 

 

 

1.3. 【浙商电力设备及新能源】旷达科技(002516)：多维度推动对安世半导体的收购 

公告概述 

全资子公司旷达新能源参与投资铭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LP）；拟于合肥设立全资孙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向 5 个光伏电站项目合计增资 3.51 亿元；以 2 亿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旷达汽车饰件，并变更其经营范围。 

投资要点 

多维度推动对安世半导体的收购 

公司此前公告，已获得收购安世半导体（Nexperia）100%股权的优先谈判权。公司正多维度有序推进

该事项，近期进展如下。1）旷达新能源拟以自有资金 11 亿元，参与投资铭旭投资（LP），持其 50%份额；

铭旭投资将与铭峻投资共同设立合肥裕晟，由合肥裕晟受让 JW 基金的份额（JW 基金目前间接持有安世半

导体 21.6%份额）。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间接持有安世半导体部分股权。2）公司拟于合肥设立全资孙公司，

从事汽车内饰件、汽车电子、半导体等业务，并积极参与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新业务布局。我们认为，此

举反映出公司对于收购事项的诚意，并为标的被购后在中国汽车市场拓展业务提前布局。3）对 5 个光伏电

站项目增资 3.51 亿元，满足申请授信时的资本金要求。我们认为，公司充分利用现有光伏电站项目公司的

债权融资能力，提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可为新项目投资合理安排资金。 

增资旷达汽车饰件，利好主业发展 

据公告，旷达汽车饰件变更经营范围，将加强生态合成革及生物新材料在汽车内饰件领域的应用推广。

我们认为，此举将利好汽车内饰件业务发展。 

维持“增持”评级 

暂不考虑对安世半导体的并购及其业绩贡献预期，我们预计，公司于 2017~2019 年将实现当前股本下

EPS 0.25 元、0.26 元、0.29 元，对应 21.9 倍、21.0 倍、19.1 倍 P/E。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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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世半导体的收购进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财务摘要 

 

 

 

1.4. 【浙商机械】杭氧股份：业绩预告符合预期，今年业绩仍有望高增长！ 

事件 

公司 2 月 12 日晚间披露业绩快报，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56 亿元，同比增长 30.57%；实现净利

润 3.44 亿元，上年同期净利亏损 2.83 亿元，扭亏为盈。 

投资要点： 

1、公司 2017 年业绩符合我们之前给的 3.4-3.5 亿预期，业务拆分的话，我们预计：气体业务收入 43

亿，净利润约 3.8 亿；设备制造业务收入 21~22 亿，基本盈亏平衡（公司盈亏平衡点 20 亿）。我们认为实际

净利润略超 4 亿，扣除资产减值后净利润 3.44 亿。 

2、设备业务强势复苏 

公司作为空分设备绝对龙头，大中型空分市占率已近 60%，受益于大炼化+煤化工万亿规模投资兴起，

2017 年设备订单大幅增长，根据我们统计，预计中标金额 50 亿左右（包含未签约订单）。 

近期油价创出三年内新高，煤化工投资有望加速，根据相关项目推进情况，2018 年设备订单仍有望大

幅增长，保障了未来几年设备业务高增长。 

3、气体业务长期成长 

2017 年我国工业气体市场约 1100 亿，且每年仍有 10+%的增速，行业空间巨大。我们预计公司 2017

年气体收入约 43 亿，过去五年年复合增长 30%，依托设备技术的绝对优势，市占率不断提高。随着新项目

持续不断的投产，公司气体业务体量不断提高，长期来看，气体业务收入有望达到数百亿收入规模。 

同时受益于经济回暖，气体价格也稳步回升，尤其是氩气，受益于单晶硅产能快速投放，均价不断抬

升，气体业绩弹性得到释放。 

投资建议： 

预计 2018-2019 年公司净利润 8.3/11.6 亿元，同比增长 141%、40%，对应目前市值仅 15/10.8 倍，建议

积极关注！ 

 

 

1.5. 【浙商新能源】兆新股份（002256）：全年业绩超预期，上海中锂并表在即 

公告内容： 

1、参股公司上海中锂 2017 年利润初步审计达标 3000 万元，按约定兆新股份拟以 5 亿元收购上海中锂

剩余 80%的股权，完成后，上海中锂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2、公司预告 2017 全年实现营收 6.5 亿，同比增长 2.8%，实现归母净利润 1.54 亿，同比增长 32.6%。 

投资要点： 

1、光伏运营盈利增强，全年业绩超预期 

2017 年公司实现归母利润 1.53 亿，同比增长 32.6%，略超 Q3 预告之上限，主因为公司光伏运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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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贡献突出。目前公司在手+在建光伏电站规模为 425MW，电站业务体量的日渐增大，未来将为公司提供

稳定的现金流。受益于电站业务良好的盈利能力，公司 2017 年三季报毛利率及净利率水平同比分别增长

5.46pct、1.71pct。 

2、2017 年业绩达标，上海中锂将正式并表 

基于看好锂电上游深加工环节，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以 1.25 亿现金收购上海中锂 20%股权，经初步审

计上海中锂 2017 年业绩达标 3000 万约定，因此本次公司拟出资 5 亿完成其剩余股权的全额收购，预计收

购完成后公司将正式并表。上海中锂专注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二锂、氢氧化锂等生产和销售，与天齐锂

业、赣锋锂业磷酸二氢锂的国标的参编单位，其 2018-2019 年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6,000 万、9,375 万。 

3、深度布局锂电上游，盐湖提锂蓄势待发 

除中锂外，公司于去年先后收购了锂电材料企业青海锦泰（16.7%股权）、与赣锋锂业共同合资成立了

兆锋锂业（51%控股）。前者拥有青海巴伦马海盐湖矿区总量 473Km²的盐湖采矿勘探权，主营为离心萃取

法提炼氯化锂溶液、工业级碳酸锂生产销售；后者定位 7000 吨电池级碳酸锂产线及 10000 吨无水氯化锂产

线，产品将由赣锋锂业 100%包销。两家公司及上海中锂为产业链上下游，未来将有望形成良好的产业协同。 

盈利预测及估值 

假设在上海中锂、青海锦泰业绩承诺完成的情况下，结合对兆锋锂业的盈利测算，我们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对应 EPS 分别为 0.06、0.15、0.30 元，对应 PE 65.7 倍、26.8 倍、13.6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盐湖提锂进度低于预期，锂盐价格迅速下跌。 

 

 

1.6. 【浙商汽车零部件 陈珂】一汽富维：拟与本特勒合资车身轻量化业务，十三五战略稳步推进 

一汽富维发布公告，董事会通过了与本特勒合资成立一汽富维本特勒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富

维本特勒）的议案。本特勒是汽车结构件制造领域全球领先的供应商之一，在高强钢、铝合金、热成形等

车身轻量化领域有很强的技术积累和市场竞争力。富维本特勒将成为合资双方在汽车结构件产品上的形成

全方位的合作，未来将成为一汽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和一汽集团在汽车轻量化领域的技术开发伙伴。 

合资本特勒拓展公司发展空间。根据一汽富维制定的“多极化、中性化、前沿化、集约化”的十三五

战略规划，公司将在做大做强内饰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其它业务，进一步拓展产品线，形成新的增长极；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开拓一汽集团以外的客户，为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车身结构件作为公司一个产

品领域，近年在技术水平和业务拓展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此前已获得一汽丰田新车型项目的订单。

此次拟成立的合资公司中富维占 75%，项目投资 1.8 亿元，2021 年达产后将实现年营业收入 3.67 亿元，利

润 2696 万元。富维本特勒的成立将有助于公司在汽车结构件领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拓展一汽大众业务，

未来有望成为公司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一汽大众新周期有望促进业绩高增长。公司是一汽大众的核心供应商，各产品业务均在一汽大众占有

较高的供货比例，同时一汽大众为公司贡献了 70%以上的营业收入。根据规划，一汽大众将在 2020 年实现

每年 300 万辆的销售目标，未来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15%。公司根据大众业务发展需求建设了青岛

基地、天津基地和佛山二期项目，产品包括内饰、保险杠、车镜、车轮、座椅、座椅骨架等总成零件，众

多新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将促进公司业务高速增长。 

投资建议：公司下游客户业绩稳定，有望取得持续高速增长，公司作为核心供应商，业绩增长确定性

较高。目前估值仍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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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选新闻、公告一览 

2.1. 【浙商•电新环保 重要公告】2018-02-14 

1、动力源：公司代理商 JSC«A.Rustel»与俄罗斯电信运营商集团 PAO"MegaFon"签署供货协议，拟向

PAO"MegaFon"提供直流电源系统和逆变器系统，合同总金额 2,067 万美元，期限 36 个月。 

2、平高电气：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天津平高”、“平高威海”、控股子公司“河南平芝”、“上海天灵”、

合营公司“平高东芝（廊坊）”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 2018 年第一次变电设备

（含电缆）招标采购项目”，合计中标金额为 3 亿元，占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的 3.38%。 

3、汇川技术：①控股子公司“经纬轨道”为苏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工程车辆牵引系统采购项目排名第

一的中标候选人单位，预计中标金额 4.2 亿元，约占公司 2016 年度营业收入的 11.47%。②公司回购注销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 3 名激励对象和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中 14 名激励对象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共计 8.4

万股和 86.3 万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05％和 0.052％，回购价格分别为 10.216 元/股和 9.495 元

/股，回购总金额为 85.8 万元和 819.6 万元。 

4、江苏神通：公司 2017 年 2 月 24 日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本次解锁 4,144.16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8.53%，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2 月 26 日。 

5、博世科：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可上市流通，本次解锁 1.37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2%，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3,985.0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9%，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2 月 22 日。 

6、东方园林：公司 2018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18 东方园林 CP002”完成发行，发行金额 5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票面利率 6.0%，期限 365 天，起息日 2018 年 02 月 12 日。 

7、巴安水务：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 9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

提供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各类保函等合规金融机构借款相关业务。 

8、长青集团：①公司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7.9 亿元中期票据，期限不超过 3 年，用于调整公司债

务结构、补充营运资金、归还银行贷款、项目建设等。②公司董事会秘书龚韫女士辞职，由张蓐意女士接

任。 

9、维尔利：公司董事宗韬先生、蒋国良先生、浦燕新先生、周丽烨女士、监事朱卫兵先生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763.77 万股，占总股本的 1.68%，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不少于 4,600 万元。 

10、通达动力：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肖欣先生辞职，空缺期间暂由公司副总经理王欣先生代行

董秘职责。 

  

以下公司发布 2017 年度报告： 

方大炭素：营业收入 83.5 亿元，同比增加 248.62%；净利润 36.2 亿元，同比增长 5,267.65%。 

旭光股份：营业收入 10.62 亿元，同比增加 8.49%；净利润 2,757.7 万元，同比减少 36.71%。 

  

以下公司发布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长青集团：营业收入 18.93 亿元，同比减少 0.74%；净利润 8,489.69 万元，同比减少 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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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

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

公司” ）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

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

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

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

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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