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 证券研究报告 

2019 年 10 月 30 日 

晨报 

 

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晨报（20191030） 

 晨报 

   
樊继拓（分析师） 周远扬（联系人） 张美慧（联系人） 

021-68865595 

fanjituo@xsdzq.cn 

证书编号：S0280518040001 

zhouyuanyang@xsdzq.cn 

证书编号：S0280118070021 

zhangmeihui@xsdzq.cn 

证书编号：S0280117090011 

   
 公司研究 

扬农化工：中化作物并购落地，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 

事件：公司发布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62 亿，

同比增长 1.09%，归母净利润 10.69 亿，同比增长 14.69%，扣非后净利润 7.94

亿，同比增长 1.26%。看单季度，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2.10 亿，环比下滑 25.53%。 

中化作物并表带来非经常性收益，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公司麦草畏产

销同比有所下滑，使得公司除草剂销量同比下滑约 34%，由于国内环保安全

趋严，公司菊酯等杀虫剂产品量价齐升，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65%，销量同

比增长 11.02%。2019 年 10 月公司完成收购中化作物及农研公司 100%股权，

涉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合并前中化作物及农研公司实现净利润 2.33

亿计入非经常性收益，公司业绩符合预期。 

国祯环保：水环境治理需求增长，运营收入占比提升 

污水治理行业前景向好，水环境治理需求不断提升。公司发布 2019 年

三季报，实现营收 25.81 亿元（同比+3.65%），归母净利润 2.53 亿元（同比

+10.99%），扣非净利润 2.50 亿元（同比+10.25%）。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环

保意识的觉醒，国内污水处理领域存在提标改造得需求。公司在水处理行业

的技术及运营经验丰富，大股东股权转让给三峡后，公司将在长江大保护工

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充足的订单也为公司将来业绩增长提供了保障。我们预

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0.55、0.73 和 0.95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

别为 18.4、13.8 和 10.6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苏博特：业绩持续超预期，现金流明显转好 

三季度业绩超预期，高速增长势头延续：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3.01 亿元(+43.84%)，扣非归母净利润 2.47 亿元

(+141.21%)，连续第 2 个季度业绩超预期，并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翻倍

以上增长；从三季度单季来看，实现营业收入 9.12 亿元，同比增长 41.60%，

实现归母净利润 1.17 亿元，同比增长 143.78%。报告期内伴随业务增长，公

司由于异地扩张、销售团队扩充、持续研发新产品等原因，销售费用和研发

费用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受益于上游原材料环氧乙烷价格保持低位，利润

端并未承受较大压力。随着公司异地项目的母液合成和聚醚单体产能上马，

销售费用中的大头即运费将显著减少，叠加内部降本增效的有力推进，公司

成本端将持续改善，足以抵消后续环氧乙烷的价格波动风险。 

业务进入高速扩张期，维持强烈推荐评级：2019 年公司正式进入业务扩

张期，业绩增长动能由之前的行业因素驱动变为行业+内生双轮驱动。同时

公司在费用端的改善将使净利率逐步与高毛利水平相匹配，进一步带来估值

提升空间。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7/4.87/6.06亿元，

对应 EPS 分别为 1.05/1.57/1.95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13.3、8.9 和 7.2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大盘走势图 

 

行业涨跌幅（日度）  
涨跌幅前五  涨跌幅后五  

农林牧渔 1.48% 计算机 -2.8% 

家用电器 1.48% 通信 -2.25% 

食品饮料 1.09% 电子 -2.01% 

医药生物 0.04% 有色金属 -1.7% 

休闲服务 0.04% 国防军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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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摘要 

公司研究 

扬农化工：中化作物并购落地，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 

事件：公司发布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62 亿，同比增

长 1.09%，归母净利润 10.69 亿，同比增长 14.69%，扣非后净利润 7.94 亿，同比增

长 1.26%。看单季度，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2.10 亿，环比下滑

25.53%。 

中化作物并表带来非经常性收益，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公司麦草畏产销同比

有所下滑，使得公司除草剂销量同比下滑约 34%，由于国内环保安全趋严，公司菊

酯等杀虫剂产品量价齐升，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65%，销量同比增长 11.02%。2019

年 10 月公司完成收购中化作物及农研公司 100%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在合并前中化作物及农研公司实现净利润 2.33 亿计入非经常性收益，公司业绩符

合预期。 

与控股股东发挥协同效应，大力拓展产品种类。公司拟以 1.28 亿从扬农化工

集团受让苯醚甲环唑、丙环唑、氟啶脲和高效氟吡甲禾灵项目全部无形资产，届时

公司将具备全部产品的生产技术，产品种类进一步丰富，同时公司通过定制加工及

委托加工的方式，布局吡虫啉、啶虫脒、多菌灵等产品，未来将成为大型农化平台

型企业。 

优质农化龙头企业，维持强烈推荐评级。安全环保趋严是我国化工行业长期投

资主线，公司作为我国农化行业龙头企业，其安全管理、环保技术水平均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在当前形势下应给于更高的估值水平，同时作为中化旗下上市平台，未

来仍将继续整合我国农化优质资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12.91、

13.06、15.54 亿，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3、13、11 倍，维持“强烈推荐”。 

国祯环保：水环境治理需求增长，运营收入占比提升 

污水治理行业前景向好，水环境治理需求不断提升。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

实现营收 25.81 亿元（同比+3.65%），归母净利润 2.53 亿元（同比+10.99%），扣非

净利润 2.50 亿元（同比+10.25%）。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环保意识的觉醒，国内污

水处理领域存在提标改造得需求。公司在水处理行业的技术及运营经验丰富，大股

东股权转让给三峡后，公司将在长江大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充足的订单也为

公司将来业绩增长提供了保障。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0.55、0.73

和 0.95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8.4、13.8 和 10.6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在手订单充足，项目不断推进。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新增订单 27.36 亿元，其

中工程类（EPC+EP）为 21.14 亿元，特许经营类（BOT）为 6.22 亿元。目前工程

类未确认收入的在手订单总共为 39.75 亿元；特许经营类本期完成的投资金额为

21.35 亿元（同比+90.29%），未完成的投资金额还剩 32.30 亿元，意味着 2019 年公

司运营类项目稳步推进。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的运营收入为 9.95 亿元（同比

+13.32%），运营收入占比已经从 2018 年年末的 29.57%提升到目前的 38.55%，公

司的运营收入以及占营收比重进一步提升，使得公司现金流更加稳定，具有更高的

抗风险能力。 

大股东转让股权给三峡集团，提升公司竞争实力。2019 年 7 月公司定增引入

战略投资者三峡集团和中节能。2019 年 9 月大股东转让 15%股权给三峡集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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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三峡集团将实际控制公司 26.63％的股权。三峡集团成为公司实际上的第一大

股东之后，将发挥股东战略优势，推动公司参与长江大保护工作项目的运维服务，

未来三年内每年承担不低于长江环保集团主导的新增项目中 30%的运维服务保障

职能。看好公司未来运营收入的稳步增长，三峡集团跟公司的深度合作将带来更多

优质项目储备以及业绩增长。 

苏博特：业绩持续超预期，现金流明显转好 

三季度业绩超预期，高速增长势头延续：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2019 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3.01 亿元(+43.84%)，扣非归母净利润 2.47 亿元(+141.21%)，

连续第 2 个季度业绩超预期，并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翻倍以上增长；从三季度

单季来看，实现营业收入 9.12 亿元，同比增长 41.60%，实现归母净利润 1.17 亿元，

同比增长 143.78%。报告期内伴随业务增长，公司由于异地扩张、销售团队扩充、

持续研发新产品等原因，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受益于上游原

材料环氧乙烷价格保持低位，利润端并未承受较大压力。随着公司异地项目的母液

合成和聚醚单体产能上马，销售费用中的大头即运费将显著减少，叠加内部降本增

效的有力推进，公司成本端将持续改善，足以抵消后续环氧乙烷的价格波动风险。 

经营现金流改善明显，受益长产业链和规模效应：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经

营现金流达到 2.14 亿元，显著好于去年同期的-0.28 亿元。2019 年公司已经实现经

营现金流连续 3 个季度为正，自由现金流连续 2 个季度为正，相比 2017、2018 年

均有显著改善。公司的直接上游是环氧乙烷供应商，且采购规模大，因此能够将部

分下游票据向上游进行转移支付，缓解现金流压力；而竞争对手的上游均为聚醚或

母液供应商，且规模不及公司，因此难以复制此模式。另外，公司 2019 年装入的

检测业务是一项现金流较好的业务，一般项目回款周期在 1 个月以内，能够与账期

长、占用资金大的外加剂业务形成互补，进一步改善公司现金流情况。 

业务进入高速扩张期，维持强烈推荐评级：2019 年公司正式进入业务扩张期，

业绩增长动能由之前的行业因素驱动变为行业+内生双轮驱动。同时公司在费用端

的改善将使净利率逐步与高毛利水平相匹配，进一步带来估值提升空间。我们预计

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7/4.87/6.06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1.05/1.57/1.95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13.3、8.9 和 7.2 倍。维持

“强烈推荐”评级。 

2、 公司研究 

2.1、 扬农化工：中化作物并购落地，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 

事件：公司发布三季报：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62 亿，同比增

长 1.09%，归母净利润 10.69 亿，同比增长 14.69%，扣非后净利润 7.94 亿，同比增

长 1.26%。看单季度，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2.10 亿，环比下滑

25.53%。 

中化作物并表带来非经常性收益，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公司麦草畏产销同比

有所下滑，使得公司除草剂销量同比下滑约 34%，由于国内环保安全趋严，公司菊

酯等杀虫剂产品量价齐升，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65%，销量同比增长 11.02%。2019

年 10 月公司完成收购中化作物及农研公司 100%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在合并前中化作物及农研公司实现净利润 2.33 亿计入非经常性收益，公司业绩符

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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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股股东发挥协同效应，大力拓展产品种类。公司拟以 1.28 亿从扬农化工

集团受让苯醚甲环唑、丙环唑、氟啶脲和高效氟吡甲禾灵项目全部无形资产，届时

公司将具备全部产品的生产技术，产品种类进一步丰富，同时公司通过定制加工及

委托加工的方式，布局吡虫啉、啶虫脒、多菌灵等产品，未来将成为大型农化平台

型企业。 

优质农化龙头企业，维持强烈推荐评级。安全环保趋严是我国化工行业长期投

资主线，公司作为我国农化行业龙头企业，其安全管理、环保技术水平均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在当前形势下应给于更高的估值水平，同时作为中化旗下上市平台，未

来仍将继续整合我国农化优质资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12.91、

13.06、15.54 亿，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3、13、11 倍，维持“强烈推荐”。 

风险提示：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2.2、 国祯环保：水环境治理需求增长，运营收入占比提升 

污水治理行业前景向好，水环境治理需求不断提升。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

实现营收 25.81 亿元（同比+3.65%），归母净利润 2.53 亿元（同比+10.99%），扣非

净利润 2.50 亿元（同比+10.25%）。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环保意识的觉醒，国内污

水处理领域存在提标改造得需求。公司在水处理行业的技术及运营经验丰富，大股

东股权转让给三峡后，公司将在长江大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充足的订单也为

公司将来业绩增长提供了保障。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0.55、0.73

和 0.95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8.4、13.8 和 10.6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在手订单充足，项目不断推进。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新增订单 27.36 亿元，其

中工程类（EPC+EP）为 21.14 亿元，特许经营类（BOT）为 6.22 亿元。目前工程

类未确认收入的在手订单总共为 39.75 亿元；特许经营类本期完成的投资金额为

21.35 亿元（同比+90.29%），未完成的投资金额还剩 32.30 亿元，意味着 2019 年公

司运营类项目稳步推进。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的运营收入为 9.95 亿元（同比

+13.32%），运营收入占比已经从 2018 年年末的 29.57%提升到目前的 38.55%，公

司的运营收入以及占营收比重进一步提升，使得公司现金流更加稳定，具有更高的

抗风险能力。 

大股东转让股权给三峡集团，提升公司竞争实力。2019 年 7 月公司定增引入

战略投资者三峡集团和中节能。2019 年 9 月大股东转让 15%股权给三峡集团，完

成后三峡集团将实际控制公司 26.63％的股权。三峡集团成为公司实际上的第一大

股东之后，将发挥股东战略优势，推动公司参与长江大保护工作项目的运维服务，

未来三年内每年承担不低于长江环保集团主导的新增项目中 30%的运维服务保障

职能。看好公司未来运营收入的稳步增长，三峡集团跟公司的深度合作将带来更多

优质项目储备以及业绩增长。 

风险提示：融资环境恶化，政策变动。 

2.3、 苏博特：业绩持续超预期，现金流明显转好 

三季度业绩超预期，高速增长势头延续：公司发布 2019 年三季报，2019 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3.01 亿元(+43.84%)，扣非归母净利润 2.47 亿元(+141.21%)，

连续第 2 个季度业绩超预期，并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翻倍以上增长；从三季度

单季来看，实现营业收入 9.12 亿元，同比增长 41.60%，实现归母净利润 1.17 亿元，

同比增长 143.78%。报告期内伴随业务增长，公司由于异地扩张、销售团队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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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研发新产品等原因，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受益于上游原

材料环氧乙烷价格保持低位，利润端并未承受较大压力。随着公司异地项目的母液

合成和聚醚单体产能上马，销售费用中的大头即运费将显著减少，叠加内部降本增

效的有力推进，公司成本端将持续改善，足以抵消后续环氧乙烷的价格波动风险。 

经营现金流改善明显，受益长产业链和规模效应：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经

营现金流达到 2.14 亿元，显著好于去年同期的-0.28 亿元。2019 年公司已经实现经

营现金流连续 3 个季度为正，自由现金流连续 2 个季度为正，相比 2017、2018 年

均有显著改善。公司的直接上游是环氧乙烷供应商，且采购规模大，因此能够将部

分下游票据向上游进行转移支付，缓解现金流压力；而竞争对手的上游均为聚醚或

母液供应商，且规模不及公司，因此难以复制此模式。另外，公司 2019 年装入的

检测业务是一项现金流较好的业务，一般项目回款周期在 1 个月以内，能够与账期

长、占用资金大的外加剂业务形成互补，进一步改善公司现金流情况。 

业务进入高速扩张期，维持强烈推荐评级：2019 年公司正式进入业务扩张期，

业绩增长动能由之前的行业因素驱动变为行业+内生双轮驱动。同时公司在费用端

的改善将使净利率逐步与高毛利水平相匹配，进一步带来估值提升空间。我们预计

公司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7/4.87/6.06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1.05/1.57/1.95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13.3、8.9 和 7.2 倍。维持

“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环氧乙烷价格波动的风险；房地产及基建出现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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