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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报告摘要 

1.1、 业绩表现良好，国资大股东引入利好长远——山河智能（002097）事件

点评 

分析师：冯胜  S0350515090001 

2018 年业绩表现良好，桩工业务优势明显。公司 2018 年度实现营收 57.5 亿元 (2018 年公司营收目标 51.8 亿

元)，同比增长 45.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 亿元，同比增长 165.33%。报告期内利润增

加主要原因是：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稳定，业务收入增长；年内 avmax 已完成第四次股权交割，合并增加。2018

年营收同比大幅增长，主要为工程行业复苏及公司推行差异性竞争战略所致，公司 2018 年以来集中优势资源做

大做强桩工机械业务，在该领域保持了较好的头部竞争优势。 

 2019 年开局良好，维持工程机械业务乐观展望。受“基建补短板”和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影响，2019 年 1 季

度国内挖掘机行业共计销售 74779 台，同比增幅 24.5%；与此同时，桩工机械行业需求增速依然可观。受此提

振，公司 2019 年一季度业绩增长预期良好。我们认为，公司在 2019 年将继续巩固桩工业务的竞争能力，并加

强挖机业务的资源投放，这将成为构筑 2019 年业绩的有力支撑点。 

 航空装备和特种装备业务依然是亮点。航空装备方面，自 2016 年 10 月开启对于 AVmax 的收购并表以来，目

前公司对 Avmax 的持股比例已达到 86.66%。AVmax 是全球飞机后市场的优质标的，盈利能力突出，被收购以

来业绩稳步增长，2017 年实现收入 10.8 亿元，净利润 2.2 亿元，2018 年预计维持增长态势。根据收购协议，

AVmax 剩余 13.34%的股权交割有望在 2019 年上半年完成，届时 Avmax 将成为全资子公司。特种装备方面，

核心产品水路两栖多功能工程车已实现批量订单交付，体现了良好的军品研发、产业化能力。 

 拟引入国资大股东，公司可持续发展有保障。2019 年 1 月 26 日，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和广州万力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何清华将其持有的山河智能 6.1966%股权转让给广州万力，转股价格 8 元

/股；同时，何清华拟将其所持有山河智能 8%股份所涉及的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应股东权利委托给广州万力。同

时，广州万力拟受让其他股东持有的山河智能股份总数的 8.1579%；广州万力的关联方广州恒翼投资拟受让其

他股东持有的山河智能股份总数的 6.0772%。本次股份转让、本次表决权委托及其他方股份转让完成后，广州

万力将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即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成为山河智能的实际控制

人。我们认为，国资大股东的引入，一方面有望给公司在广东境内拓展业务带来便利；更重要的是，有望解决公

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利好长远。 

 维持买入评级。预计 2018-2020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32、5.06、5.57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40、0.47

和 0.51 元/股，按照最新收盘价计算对应 PE 分别为 18、15 和 14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工程机械行业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 AVmax 业绩增长不及预期、收购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1.2、 业绩符合预期，龙头地位显著——当升科技（300073）年报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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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尹斌  S0350518110001  联系人：张涵  S0350118050002 

正极材料盈利大幅增长，龙头地位显著：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81 亿元/yoy+52.03%。其中锂电材料实

现营业收入 31.08 亿元/yoy+61.09%，毛利率 16.42%/yoy+1.84pct，正极材料出货量 1.55 万吨/yoy+58.29%，

其中海外出口占比约 25%，公司实现正极材料业务销量与利润大幅增长。智能装备业务受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

影响，收入 1.73 亿元/yoy-24.42%，毛利率 51.51%/yoy -0.48pct，该业务盈利能力保持相对稳定。 

 新增产能陆续释放，为未来产销高增长奠定良好基础：目前，公司具有 1.6 万吨正极材料产能，处于供应紧张

状态。江苏海门三期工程第一阶段 1 万吨主体工程和生产厂房已经建设完成，公司预计该项目将于 2019 年下半

年竣工投产，按半年有效工期算，其产量约 5000 吨，即年内公司自身可实现 2.1 万吨的出货量。同时，为了弥

补阶段性产能不足，预期年内外协加工约 5000 吨，即 2019 年公司正极材料出货量有望达 2.6 万吨/yoy+68%。

此外，江苏常州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首期项目第一阶段 2 万吨锂电正极材料智能工厂项目将于 2020 年初投入使

用。公司总产能规模不断有序扩张，有效满足国内外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为公司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提供

强有力保障。 

 产品高端化，持续开拓优质客户：公司产品主要为 NCM 三元正极材料，其中 NCM523 是主打产品，同时高端

NCM622、NCM811 占比也实现逐渐提升，其中大部分产品用于国内动力电池以及海外储能等高端应用领域。优

质客户背书为公司未来销量以及业绩提供有力保障，动力电池领域，国内比亚迪、宁德时代、孚能、亿纬锂能等

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均为公司客户。储能领域，已与海外三星 SDI 和 LG 化学两大国际客户供货。同时，公司仍在

持续地开拓海外客户，促其提升全球竞争力。 

 维持“增持”评级：考虑到补贴退坡以及 MB 钴价倒挂的边际影响，预测公司在 2019/2020/2021 年 EPS 为

0.88/1.25（原值分别为 0.95/1.27 元）/1.62 元，对应 PE 分别为 30/21/16 倍。基于公司受益于正极产能以及出

货量快速增长，客户结构持续优化，其龙头地位显著，维持公司“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新能源车政策波动风险；客户拓展低于预期；产品价格低于预期；大盘系统性风险；产能投放进度

低于预期。 

1.3、 一季报业绩符合预期，宁波项目稳步推进——东华能源（002221）动态

点评 

分析师：代鹏举  S0350512040001  分析师：陈博  S0350518010001  联系人：卢昊  S0350118050025 

公司立足液化石油气（LPG）贸易、储运和销售，向 PDH 和聚丙烯（PP）延伸，主业全面提升。公司专注于

LPG 贸易、销售和深加工，依托张家港、太仓、宁波和钦州四大生产储运基地成为国内最大的 LPG 进口商和分

销商。2018 年公司 LPG 贸易量约 1070 万吨，其中进口量约 470 万吨，转口销售约 537 万吨，总量再创新高，

行业龙头地位日益巩固。在 LPG 销售方面，受益于国内煤改气、蓝天工程等政策影响，民用燃气需求增强动力

强劲，公司继续巩固江浙沪核心市场，积极拓展江西、闽东、河南、西南、山东等新兴市场也增速加快，批发分

销业务再上新台阶。目前公司张家港新材料和宁波新材料两个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合计 PDH 产能 126 万吨/

年、PP 产能 80 万吨/年，装置运行良好，实现满负荷运行。此外，公司利用旗下“聚烯堂”电商平台，大力拓

展聚丙烯和 LPG 市场，优化交易系统，为在线平台用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形成完善的“贸易+金融+储运+

销售+深加工”模式。2018 年公司 LPG 销售实现营收 365.67 亿元，同比增长 54.59%，毛利率 2.84%；化工品

销售实现营收 118.37 亿元，同比增长 37.79%，毛利率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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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贸易战释放缓和信号，进口 LPG、轻烃资源或迎来转机。从全球来看，LPG 北美和中东过剩，亚太供不应

求。全球 LPG 供需保持稳定增长，美国、中东两大资源中心是主要的 LPG 出口地，消费是以我国为主的新兴经

济体推动。我国 LPG 对外依存度超 30%，工业用途占比提升。2018 年我国 LPG 产量、进口量和表观消费量分

别达 3800 万吨、1841 万吨和 5528 万吨，2011~2018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分别为 8.26%、27.25%和 12.63%，

对外依存度从 2011 年的 9.31%上升到 2018 年的 31.25%，主要进口依赖阿联酋、美国和卡塔尔。PDH 的快速

发展，拉动了 LPG 在化工领域的消费，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民用和工业领域 LPG 消费分别占比约 55%和 38%，

有望进一步拉动 LPG 消费。公司作为国内 LPG 贸易龙头，有望持续受益。 

 全球乙烯和丙烯供需稳增，PDH 和乙烷裂解制乙烯具有良好前景，公司 PDH 和 PP 项目持续带来业绩增量。

2018 年国内乙烯总产能达 1543.3 万吨/年，同比增长 0.72%；2018 年乙烯国内表观需求量达到 2098 万吨/年，

同比增长 3.03%。预计全球 2025 年乙烯产能和消费量分别为 2.27 亿吨/年和 1.99 亿吨，2016~2025 年产能和

消费量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3.8%和 3.4%。2017 年全球丙烯产能约 1.34 亿吨/年，需求量约 1.043 亿吨，预

计到 2020 年产能和消费量将达到 1.54 亿吨/年和 1.2 亿吨，2015~2020 年丙烯产能和需求量年均复合增长率分

别为 4.6%和 4.5%。从全球乙烯、丙烯路线看，北美页岩油气兴起使得乙烷、丙烷供需偏宽松，轻烃路线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轻烃制烯烃占比提升。此外，国际原油价格自 2018 年底触底反弹到中等油价区间，PDH 盈利良

好，较传统石脑油裂解路线竞争优势有望不断增强。公司除现已经投产的 126 万吨 PDH 和 80 万吨 PP 外，宁

波二期项目（66 万吨/年丙烯）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 2019 年基本达到机械竣工，2020Q1 试生产。宁

波三期项目（80 万吨/年 PP）预计 2019 年计划完成桩基施工、土建工程和大部分设备安装工作，计划于 2020

年 3 月底前完成机械竣工，Q2 实现试生产。公司的 PDH 和 PP 产能规模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增强。 

 公司氢气综合利用已有成果，将充分受益国家氢能利用政策。今年 3 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修订版）补充了“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等内容。为了加速氢能的发展进程，中

国近年来相继出台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2016）》等发展规

划，提出了 2020 年建成 100 座加氢站、2030 年建成 1000 座加氢站的规划。4 月 15 日浙江省发布《浙江省培

育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2 年氢能产业总产值规模超百亿元；建成加氢站（含加

氢功能的综合供能站）30 座以上。公司目前已经建成江苏省受个加氢站商业化加氢站并成功试运行。东华港城

加氢站已为港城公交集团 15 辆氢能料公交车提供加氢服务，标志着氢能综合利用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两个

PDH 项目装置副产氢气 6 万吨/年，是公司氢能产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将充分利用高纯度氢气资源及渠道优势，

布局加氢站，打通氢能运输通道，完善氢能供应链，打造新的战略增长点。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公司作为 LPG 贸易龙头公司，充分发挥贸易、储运优势，延伸产业链，现有扬子江石化

项目和宁波福基项目情况运行稳定，宁波新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 PDH 装置共 3 套，产能合计 192 万吨/年，PP

装置共 4 套，产能合计 160 万吨/年，届时 PDH 和 PP 装置将实现完全匹配。此外，公司在氢能综合利用方面已

经具有实质性成果，增长潜力大。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17.10/22.02/ 28.66 亿元，

每股收益分别为 1.04 /1.33 /1.74 元，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新项目建设不及预期、北美页岩油气生产不及预期、原料和产品价格大幅波动、LPG 贸易风险、中

美贸易战不确定风险。 

1.4、 业绩符合预期，陶瓷膜龙头看点不止盐湖提锂——久吾高科（300631）

2018 年报点评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任春阳  S03505171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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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增长 22.14%，符合预期，五矿盐湖项目拉低毛利率 

 公司营收 4.72 亿元，同比大增 60.93%的主要原因是五矿盐湖提锂项目（2.66 亿元，已完成初步验收）的贡献

以及钛白粉、工业废水、小孔径陶瓷膜应用等方面的增长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0.82 万

元，同比增长 22.14%，净利润增速低于营收增速的原因是五矿盐湖项目是公司的首个大型示范工程，整体毛利

率较低，进而影响了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分业务来看，膜材料及配件实现营收 6682.81 万元（+19.70%），毛利

率 34.93%，同比下降 22.17pct；膜集成技术整体解决方案实现营收 4.02 亿元（+70.31%），毛利率 32.83%，

同比下降 4.94pct。期间费用方面：销售/管理（+研发）/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6.60%/10.60%/0，分别同比减少

1.26/3.12/0.39 个百分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 亿元，同比去年的-0.76 亿元提高 232.16%，现金流出现好

转。应收账款 2.14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 22.95%，同比去年的 28.09%减少 5.14pct，主要因为公司加强应收

账款回款的管理。 

 下游领域不断开拓，看点不止盐湖提锂，持续研发奠定未来竞争力 

 公司是国内陶瓷膜行业龙头企业，下游应用领域包括生物医药、化工、食品饮料、特种水处理等领域。公司在

巩固传统领域的同时也在不断推陈出新：1）盐湖提锂获取五矿订单，已经在试运行，后续有望凭借项目经验优

势获取其他订单；2）钛白粉和农药清洁生产已签订示范性项目，未来将向市场推广；3）新一代小孔径陶瓷膜

顺利推向市场；4）中水回用及零排放签署了多个项目；5）废盐的资源化利用技术取得突破，解决废盐处置的

行业痛点，目前在化工和纺织印染行业签订示范性订单，该领域市场前景较好。此外，在船舶烟气脱硫、生物燃

料制乙醇等领域，行业也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认为公司的看点不止盐湖提锂。 

 与此同时，公司也在不断持续研发创新，盐湖提锂在膜法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锂盐资源，继续推动膜集

成提锂技术和吸附材料的研究开发，将膜工艺覆盖到锂盐提取的各工艺段，目前已经掌握膜法、原卤提锂、吸附

法等多种提锂技术。在废盐资源化利用方面，公司开发了分质提取、钝化、再生等工艺，已经开始了示范工程建

设。公司持续研发，奠定未来的竞争力。 

 限制性股票激励绑定核心团队利益，奠定长期发展基础 

 公司 2018 年 12 月份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293 万股，授予对象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董秘、副

总经理、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骨干总共 35 人，授予价格 8.87 元。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核心团队的利益与公

司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奠定了公司长期发展基础。业绩考核目标是以 2017 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8-2020 年扣

非后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20%、40%、70%，未来 3 年的业绩复合增速 19.35%。业绩考核目标扣非净利润

逐年增长，彰显出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公司“增持”评级。预计公司 2019-2021 EPS 分别为 0.60、0.75、0.83 元，对应

当前股价 PE 为 29、23、21 倍，我们看好陶瓷膜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维持公司“增

持”评级。 

 风险提示：下游应用领域拓展及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盐湖提锂业务推进缓慢的风险、新增订单及执行不及预

期的风险、股东减持的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1.5、 政策加码，产业提速——氢燃料电池行业点评报告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尹斌  S0350518110001  联系人：张涵  S03501180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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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燃料电池汽车将与纯电动汽车长期并存互补：氢燃料电池汽车和采用锂电池的纯电动汽车都是新能源汽车的重

要技术路线。从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看，纯电动汽车更适用于城市、短途、乘用车等领域，而氢燃料电池汽车更

适用于长途、大型、商用车等领域。从目前看，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进程明显要晚于纯电动汽车。两者将会

在较长时间内并存互补。产业处于导入期，产业链亟待完善。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系

统集成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整车成本较高，氢能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滞后。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

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依赖于整体氢能产业链的发展及相关的政策、标准、法规的不断优化完善，某种程度

上比电动汽车的推广难度可能还要大。 

 补贴政策加码，氢能源与燃料电池。氢能源发展于 2019 年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示其发展的重要意义。

目前，锂电池汽车已经进入少补贴、后补贴时代，而政策对燃料电池补贴扶持力度较大，我国将大力推进氢能及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创新发展。根据 2019 年补贴政策，2019 年过渡期内（2019/3/26~2019/06/25）期间销售上

牌的燃料电池汽车按 2018 年对应标准的 0.8 倍补贴，大幅高于锂动力电池（0.6 倍或 0.1 倍）汽车。同时，过

渡期后地方仍可继续给予补贴，退坡后的地补将转向加氢充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政策的大力倾斜，将大大加

速发展产业的发展。 

 万亿级市场开启，成长空间巨大。《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2016）》首次提出了发展路线图，为加

快我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指导，到 2020 年我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将取得重大突破。其中，以能

源形式利用的氢气产能规模将达到 720 亿 m3；加氢站数量达到 100 座；燃料电池车辆达到 10000 辆；氢能轨

道交通车辆达到 50 列；行业总产值达到 3000 亿元。到 2030 年，氢能产业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能源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产值将突破 10000 亿元；加氢站数量达到 1000 座，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达到 200

万辆，高压氢气长输管道建设里程达到 3000km，氢能产业基础设施技术标准体系完善程度迫近发达国家水平，

氢能与燃料电池检验检测技术发展及服务平台建设形成对氢能产业发展的有效支撑。 

 商用车先行，车型产品逐步增加，产业显著提速。工信部于 2019 年 4 月 8 日与 18 日分别公示了申报第 318

批与 319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新产品。第 318 批含 3 款燃料电池汽车，包括中通客车燃料

电池厢式运输车，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燃料电池城市客车，南通皋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燃料电池厢式运输车。

第 319 批中含燃料电池产品共 6 户企业 8 个型号。占据新能源汽车产品比例为 2.3%。8 款燃料电池产品中，有

5 款燃料电池客车，2 款燃料电池客车底盘和 1 款燃料电池厢式运输车。分别来自亚星客车、长江汽车、中车时

代、东风汽车、中植汽车和一汽解放青岛汽车 6 家企业。从车型布局来看，燃料电池汽车将采取与锂动力电池汽

车类似路径，通过前期布局商用车，不断积累、提升技术水平与完善产业链，未来逐步过渡到乘用车等其他领域。 

 给予氢燃料电池行业“推荐”评级，建议关注具有先发优势的头部企业：燃料电池汽车具有续航里程长、充氢

时间短的优势，将成为与锂电池汽车互补的产业方向。基于产业政策扶持、实业大力布局以及国家与地方大力推

进，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我们给予氢燃料电池行业“推荐”评级。目前，国内氢燃料电池汽车

处于产业导入期，政策催化板块进入持续的主题投资行情。随着产业链向纵深方向布局，投资机会进一步强化，

建议布局具有先发优势（已实现 0→1）的头部企业，重点关注雄韬股份（002733）、潍柴动力（000338）、美锦

能源（000723）、雪人股份（002639）、全柴动力（600218）。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风险；技术进步不及预期；推广应用不及预期；成本降低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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