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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报告摘要
1.1、 军机采购加速需求释放，产品研发积蓄发展力量——晨曦航空（300581）
事件点评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联系人：苏立赞 S0350117080021 联系人：邹刚 S0350117090025
交付延迟影响 2018 年业绩，采购加速提升一季度营收。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略有下滑，主要是下游客户采购
计划调整使得交付延迟，公司飞控计算机业务收入减少 0.19 亿元，同比减少 60.74%。同时，受激光捷联惯导毛
利率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 7.97PCT。随着进入装备采购高峰期，公司产品需求向好，2019 年
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7.51%，毛利率提升 3.33PCT。
立足航空装备领域，受益军机需求释放。公司产品主要面向航空装备领域，主要产品包括航空惯性导航、 航空
发动机电子等。惯导方面，公司拥有低、中、高的完整产品线，有效满足市场需求；航空发动机电子产品方面，
公司拥有发动机参数采集器和飞控计算机，细分领域拥有技术和产品优势。航空装备，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方向，
发展持续加速，公司作为直升机等产品的重要供应商，在军队需求迫切、装备数量缺口大的背景下，有望持续受
益行业发展。
拓展技术和产品边界，发展潜力不断增强。航空发动机电子产品方面，在发动机参数采集器和飞控计算机的基
础上，公司自主研制出全权限数字式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目前已完成预研阶段的项目验收。在惯导和飞控技术
的基础上，公司成功开发了无人机系统，并研制成功无人机产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公司立足现有技术不断拓
展新领域的发展策略，一方面，研发风险低、成功率高、新老技术协同性好；另一方面，随着新产品逐渐实现收
入，公司发展的驱动力也不断增强。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买入评级。随着进入装备采购高峰，公司发展向好，一季度实现高增长；新技术新
产品的开发，扩展公司发展边界增强发展动力。预计 2019-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73 亿元、0.87 亿元以元
1.00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42 元、0.51 及 0.58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35 倍、29 倍及 25 倍；维持
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现有产品需求不及预期；2）新产品发展不及预期；3）公司盈利不及预期；4）系统性风险。

1.2、 光伏主业加速成长，半导体布局值得期待——协鑫集成（002506）年报
点评
分析师：王凌涛 S0350514080002 联系人：杨钟 S0350118080024
坚定执行光伏国际化战略，海外市场成公司业绩最强引擎。受“531 新政”
、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 201 法案”
以及宏观经济下行等诸多因素影响，2018 年光伏行业发生较大波动。公司妥善应对全行业经营挑战，并坚定执
行“光伏国际化战略”
，实现组件出货 4.56GW，其中海外出货量 2.3GW，海外业务占比提升至 52.9%，海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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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超 59.24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55.48%。展望未来，随着光伏产业链成本不断降低，部分海外国家已经实现或
趋近平价上网，市场需求被相继激发，行业有望迎来持续成长。在此背景下，具有全球品牌优势的协鑫集成将会
深度受益于不断成长的全球光伏市场。2019 年，随着公司对海外市场精耕细作，海外业务占比也有望进一步提
升至 80%以上，从而成为公司最强劲业绩引擎。
“鑫单晶”快速崛起，降本增效助力平价上网。不同于光伏行业的两条传统技术路线——铸锭多晶和直拉单晶，
协鑫集团所研发的“鑫单晶”产品（铸锭单晶）兼具单晶高效率和多晶低成本的双重优势，为光伏产业降本增效
尽快实现平价上网找到新的途径。此外，与直拉单晶相比，铸锭单晶具有更低的氧含量和更少的光衰减；故而，
鑫单晶产品自推出以来，市场接受度和产品竞争力快速提升。随着鑫单晶快速崛起，协鑫集成作为中下游组件和
集成商，有望与集团内保利协鑫形成良好的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助力公司品牌塑造和市占率提升。
积极推进第二主业，塑造半导体领域“鑫”动力。由于半导体产业与光伏产业同属硅产业的两个不同分支，具
有一定的技术同源性，公司在深耕光伏多年之后，顺应半导体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时代潮流，积极布局第二主业（半
导体业务）
。公司于 2018 年底发布定增预案，拟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半导体领域的再生晶圆、C-Si 材料、半导体
拉晶炉及其零部件，此次定增项目均属于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关键设备及材料，国内配套相对空白。芯片国产化离
不开配套设备及关键材料的国产化，随着国内晶圆厂规模扩大，与之配套的设备及材料需求亦将快速增长，而公
司定增项目的落地，既可助力芯片国产化进程，又有力增厚自身业绩。除本次定增项目以外，协鑫集成 2019 年
初所出资设立的半导体产业基金（新华半导体）也是公司在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布局，未来，协鑫集成有望借助产
业基金在半导体产业资源整合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度延展，为我国半导体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鑫”动力。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公司增持评级。随着产业链成本不断下降，平价上网脚步临近，光伏行业有望迎来
新的成长机遇，在此背景下，协鑫集成坚定实施“光伏国际化”战略，降本增效多维并举，确保公司业绩持续且
高质量向前发展。在努力做强光伏主业的同时，公司亦积极布局半导体第二主业，无论是此次定增项目还是出资
设立半导体产业基金，无不彰显出协鑫集成在硅价值链上力争上游的决心。未来几年，光伏+半导体双轮驱动的
成长逻辑将会是公司最值得期待的看点。
由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审慎性原则，暂不考虑半导体募投项目对公司的业绩贡献，
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将分别实现净利润 1.01、1.26、1.58 亿元，对应 2019-2021 年 PE364.84、290.79、232.59
倍，维持公司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1）光伏组件需求不及预期；2）募投项目实施不及预期；3）半导体需求不及预期；4）半导体产品
研发进度不及预期；5）半导体客户验证不及预期。

1.3、 业绩符合预期，成长逻辑不断兑现——杭州园林（300649）2018 年报
点评
分析师：谭倩 S0350512090002 分析师：任春阳 S0350517100002
业绩大增 50.60%，主要源于 EPC 的贡献
公司 2018 年实现营收 5.23 亿元，同比增长 185.01%，实现归属净利润 5232 万元，同比增长 50.60%，实现
扣非后的归属净利润 5114 万元，同比增长 52.97%，符合市场预期。业绩大增的主要原因是 EPC 业务的贡献。
分业务来看：园林设计业务实现营收 1.57 亿元，同比增长 10.41%；EPC 业务实现营收 3.66 亿元，同比大增
786.06%。毛利率方面：园林设计业务的毛利率较高，达到 54.33%，但同比下降 2.56pct；EPC 业务毛利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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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同比上升 0.45pct；由于 EPC 营收占比较大，因此拉低公司公司整体毛利率由去年的 48.44%下降到
25.50%。期间费用方面：销售费用 247.08 万元，同比减少 8.84%，管理费用（加研发费用）5770.97 万元，同
比增加 52.74%，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张及员工工资增加。财务费用 12.94 万元，同比减少 88.50%，主要因为公
司装修新办公楼导致存款利息收入减少。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40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1.82%，现金流有
较大改善。
从设计走向 EPC，成长逻辑不断兑现，在手订单充足保障业绩增长
公司拥有风景园林和建设设计双甲级资质，凭借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G20 杭州峰会”、
“厦
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核心景观设计等作品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是风景园林景观设计行业龙头企业。公司
在巩固设计业务的同时，充分发挥设计业务把握着项目的全局的入口优势，积极向下游 EPC、工程等业务拓展，
优势明显（设计业务一般只占工程项目总承包规模的 3-5%左右，拓展 EPC 业务能够大幅提升营收水平，打开
新的成长空间）
。公司自 2017 年以来已成功承接了博鳌大农业国家公园一期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博鳌
通道景观提升工程总承包（EPC）和博鳌滨海大道绿化提升工程项目总承包（EPC）等设计、施工一体化业务，
为公司开拓工程总承包业务奠定基石。此后公司陆续中标了浙江中航通飞研究院科研中心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
铜鉴湖大道配套工程（EPC）总承包和良渚遗址公园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标金额合计超过 6
亿元。EPC 业务拓展顺利，无论是订单获取亦或是业绩增速，成长逻辑不断兑现，在手订单充足保障未来业绩
高速发展。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公司“增持”评级。我们看好公司的品牌优势及拓展 EPC 业务带来的成长空间，预
计公司 2019-2021 EPS 分别为 0.76、0.93、1.12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34、28、23 倍，维持公司“增持”
评级。
风险提示：项目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风险、向工程领域拓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利率上行
风险、合同执行低于预期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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