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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研究
贵州茅台：业绩增速维持高位，渠道变革有望夯实定价基础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毛利率 92.11%，同比上升 0.80pct，主要是
受益于非标产品增长带动吨价提升；实现净利率 55.05%，同比上升 2.77pct，
主要受益于产品结构提升和销售费用率下降。期间费用率 10.80%，同比减少
1.49pct，其中销售/管理费用率分别为 3.88%/6.52%，较同期下降 1.26pct/
下降 0.03pct。
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实现归母净利 426.05/504.32/593.82 亿元，
同比增长 21.0%/18.4%/17.7%，对应 EPS 为 33.92/40.15/47.27 元。当前股
价对应 2019~2021 年的 PE 为 28.6/24.2/20.5 倍。预计公司 2019 年直营方
案落地，渠道变革有望夯实定价基础。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宁德时代：2018 年扣非后快速增长，电池装机量大增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现收入 296.11 亿元
（YOY+48.08%）
；归母净利润 33.87 亿元（YOY-12.6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1.28 亿元（YOY+31.68%）
。公司归母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4 月
转让普莱德股权确定投资收益 10.34 亿元。公司 Q1/Q2/Q3/Q4 扣非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 2.69/4.28/12.88/11.43 亿元，Q4 扣非归母净利润环比下降 11%。
2018 年公司毛利率为 32.79%（YOY-3.5pct），Q1/Q2/Q3/Q4 毛利率分别为
32.76%/30.31%/31.27%/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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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业绩增速维持高位，渠道变革有望夯实
定价基础》2019.04.25
《2018 年扣非后快速增长，电池装机量
大增》2019.04.25
《全国广电网络整合标杆，公司发展模式
有望成为行业范本》2019.04.25
《经营业绩保持稳健，看好动力电池业务
客户拓展》2019.04.25

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44.86、55.43 和 66.24 亿元。当
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39、32 和 26 倍。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贵广网络：全国广电网络整合标杆，公司发展模式有望成为行业范本
公司作为广电网络整合的标杆，围绕智慧广电实现转型发展，同时立足
智慧广电，在多个业务领域积极布局并发力，实现战略和业务布局的领先。
公司有望借助国家推进广电 5G 及“全国一网整合”契机，成为行业引领者。
我们预计公司 2018 年-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0/4.64/5.62 亿元，对
应 EPS 分别为 0.31/0.45/0.54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8 年-2020 年 PE 分别为
36、25 和 21 倍。首次覆盖，给予“推荐”评级。
鹏辉能源：经营业绩保持稳健，看好动力电池业务客户拓展
我们预计公司 2019 年-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4.01、4.92 和 6.11 亿元，
对应 EPS 分别为 1.43、1.75 和 2.17 元，维持“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渠道改革方案不达预期，直营集中放量致市场批价超预期波动。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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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概要
公司研究
贵州茅台：业绩增速维持高位，渠道变革有望夯实定价基础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19Q1 实现营业收入 216.44 亿元，同增 23.92%；归
母净利润 112.21 亿元，同增 31.91%。
业绩略超预告指引，增速维持高位，预收账款环比下降 21.92 亿；公司 2019Q1
业 绩 预 告 指 引 为 营 收 同 增 20% 左 右 ， 归 母 净 利 润 同 增 30% 左 右 ， 实 际 增 速
23.92%/31.91%，
略超指引。
分产品来看，茅台酒收入 194.98 亿元，同比增长 23.68%；
系列酒收入 21.32 亿元，同比增长 26.30%。2019Q1 预收账款为 113.85 亿元，环比
下降 21.92 亿，应系季度确认贡献部分业绩，同比下降 13.57%，应与 2018 年以来
梳理渠道结构，较大幅度减少经销商有关。另外，由于支付的税费与存放央行和同
业款项净增加额大幅增加，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89 亿，同比下降
75.9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7.58 亿，同比增长 17.52%。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毛利率 92.11%，同比上升 0.80pct，主要是受益于
非标产品增长带动吨价提升；实现净利率 55.05%，同比上升 2.77pct，主要受益于
产品结构提升和销售费用率下降。期间费用率 10.80%，同比减少 1.49pct，其中销
售/管理费用率分别为 3.88%/6.52%，较同期下降 1.26pct/下降 0.03pct。
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实现归母净利 426.05/504.32/593.82 亿元，同比增长
21.0%/18.4%/17.7%，对应 EPS 为 33.92/40.15/47.27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的 PE 为 28.6/24.2/20.5 倍。预计公司 2019 年直营方案落地，渠道变革有望夯
实定价基础。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宁德时代：2018 年扣非后快速增长，电池装机量大增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
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现收入 296.11 亿元（YOY+48.08%）
；
归母净利润 33.87 亿元（YOY-12.6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1.28 亿元（YOY+31.68%）。
公司归母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4 月转让普莱德股权确定投资收益 10.34
亿元。公司 Q1/Q2/Q3/Q4 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69/4.28/12.88/11.43 亿元，Q4
扣非归母净利润环比下降 11%。2018 年公司毛利率为 32.79%（YOY-3.5pct），
Q1/Q2/Q3/Q4 毛利率分别为 32.76%/30.31%/31.27%/35.55%。
2018 年公司动力电池系统销量 21.18GWh，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装机量为
23.4GWh，市占率达 41%，相比 2017 年提升近 26pct，龙头地位稳固，市场地位进
一步提升。公司磷酸铁锂、三元占比分别为 40%、60%；软包电池实现突破，2018
年装机量 342MWh，位列国内第 8 位。受补贴退坡前抢装影响，2019 年 Q1 动力电池
的装机量为 12.32GWh，同比增长 179%，公司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5.49GWh，市占率
达到 45%，得到进一步提升。
公司拟投资建设湖西锂离子电池扩建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46.24 亿元；公司计
划由控股子公司时代一汽（持股比例 51%）在宁德市霞浦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动
力电池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44 亿元，产能扩张加速中。公司已经与上汽、东风、
广汽、吉利、一汽成立合资公司，绑定部分大客户，“跑马圈地”力保国内高市占率；
海外方面，公司加强与宝马、大众、戴姆勒、本田、现代、捷豹路虎和 PSA 的合作，
获得多个重要项目的订单，配套车型临近上市，即将迎来海外放量期。
贵广网络：全国广电网络整合标杆，公司发展模式有望成为行业范本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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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广网络整合了全贵州的广电网络，公司 2016 年 1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
上市，
成为贵州文化产业“第一股”。贵州是国内率先实现“省内一张网”的省份之一，
由于贵州省的广电网整合比较彻底，因此在全国广电网络整合过程中，公司有望成
为行业的标杆和模范。
广电网是一张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广电行业持续衰退，广
电网面临存亡问题，为拯救全国广电网，中央层面推动全国广电网络整合和广电
5G。2018 年 8 月，中宣部牵头集结 6 部委成立了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小组，广
电网络整合工作的高度提升到国家层面；2018 年工信部同意向广电网发放 5G 牌照，
广电 5G 迎来曙光；2019 年 3 月，国网、中信和阿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广电网络
整合和广电 5G 即将落地期。本轮的广电网络整合和 5G 建设工作，为广电行业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
公司作为广电网络整合的标杆，围绕智慧广电实现转型发展，同时立足智慧广
电，在多个业务领域积极布局并发力，实现战略和业务布局的领先。公司有望借助
国家推进广电 5G 及“全国一网整合”契机，成为行业引领者。预计公司 2018 年-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0/4.64/5.62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31/0.45/0.54 元，
当前股价对应 2018 年-2020 年 PE 分别为 36、25 和 21 倍。首次覆盖，给予“推荐”
评级。
鹏辉能源：经营业绩保持稳健，看好动力电池业务客户拓展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2018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5.69 亿元（YOY+22.41%）
，
归母净利润 2.65 亿元（YOY+5.33%），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93 亿元（YOY-13.50%），
毛利率 23.24%
（YOY-1.77pct）
。2019Q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5.93 亿元
（YOY+52.54%），
实现归母净利润 0.45 亿元（YOY-38.66%）
，毛利率 21.98%，环比下滑 1.26pct。2019
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下降原因主要是 2018 年同期收到了金坛政府 5000 万元的财政
补助款。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4183.94 万元，同比增长 31.79%，主要来自于以下
方面：1、轻型动力类和储能类电池销售收入大幅增长。2、给上汽通用五菱开始批
量供应汽车动力电池。3、消费类电池收入增长平稳。4、合并报表范围扩大。我们
预计公司 2019 年-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4.01、4.92 和 6.11 亿元，对应 EPS 分别
为 1.43、1.75 和 2.17 元，维持“推荐”评级。
2018 年，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以及高性价比的产品，进入东风汽车、上汽通
用五菱的配套体系。常州鹏辉厂房计划在 2019 年 9 月底初步建成，四季度陆续进
行设备安装调试，争取在 2019 年底形成 2Gwh 产能，2020 年投入批量生产。根据
公司公告，上汽和东风合计意向性订单需求达到 21 亿元。根据 GGII 数据，2019
年 3 月公司配套给宝骏 E200 的台数已超过 2000。

2、 公司研究
2.1、 贵州茅台：业绩增速维持高位，渠道变革有望夯实定价基础
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报，19Q1 实现营业收入 216.44 亿元，同增 23.92%；归
母净利润 112.21 亿元，同增 31.91%。
业绩略超预告指引，增速维持高位，预收账款环比下降 21.92 亿；公司 2019Q1
业 绩 预 告 指 引 为 营 收 同 增 20% 左 右 ， 归 母 净 利 润 同 增 30% 左 右 ， 实 际 增 速
23.92%/31.91%，
略超指引。
分产品来看，茅台酒收入 194.98 亿元，同比增长 23.68%；
系列酒收入 21.32 亿元，同比增长 26.30%。2019Q1 预收账款为 113.85 亿元，环比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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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21.92 亿，应系季度确认贡献部分业绩，同比下降 13.57%，应与 2018 年以来
梳理渠道结构，较大幅度减少经销商有关。另外，由于支付的税费与存放央行和同
业款项净增加额大幅增加，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89 亿，同比下降
75.9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7.58 亿，同比增长 17.52%。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毛利率 92.11%，同比上升 0.80pct，主要是受益于
非标产品增长带动吨价提升；实现净利率 55.05%，同比上升 2.77pct，主要受益于
产品结构提升和销售费用率下降。期间费用率 10.80%，同比减少 1.49pct，其中销
售/管理费用率分别为 3.88%/6.52%，较同期下降 1.26pct/下降 0.03pct。
公司渠道梳理仍在进行，报告期末国内经销商数量 2454 家，减少 533 家，其
中酱香系列酒经销商减少 494 家，茅台酒经销商减少 39 家。批发渠道营收 205.38
亿元，同增 27.88%，直销渠道营收 10.92 亿元，同减 21.55%，占比仅 4.86%，主
要受公司电商等直营渠道梳理的短期影响，后续直营渠道有望分批次、有节奏释放
回收配额量：4 月 19 日公司在贵州省招标网发布招标信息，对首批全国及贵州本
地商超卖场进行公开招商，分别供应 400 吨和 200 吨 53 度飞天茅台；同时公布针
对 500 强企业单位等直营团购计划。预计直营渠道供给量将分步释放，短期市场批
价小幅波动。
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实现归母净利 426.05/504.32/593.82 亿元，同比增长
21.0%/18.4%/17.7%，对应 EPS 为 33.92/40.15/47.27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的 PE 为 28.6/24.2/20.5 倍。预计公司 2019 年直营方案落地，渠道变革有望夯
实定价基础。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渠道改革方案不达预期，直营集中放量致市场批价超预期波动，高
端需求受限

2.2、 宁德时代：2018 年扣非后快速增长，电池装机量大增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
2018 年 1-12 月公司实现收入 296.11 亿元（YOY+48.08%）
；
归母净利润 33.87 亿元（YOY-12.6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1.28 亿元（YOY+31.68%）。
公司归母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4 月转让普莱德股权确定投资收益 10.34
亿元。公司 Q1/Q2/Q3/Q4 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69/4.28/12.88/11.43 亿元，Q4
扣非归母净利润环比下降 11%。2018 年公司毛利率为 32.79%（YOY-3.5pct），
Q1/Q2/Q3/Q4 毛利率分别为 32.76%/30.31%/31.27%/35.55%。
2018 年公司动力电池系统销量 21.18GWh，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装机量为
23.4GWh，市占率达 41%，相比 2017 年提升近 26pct，龙头地位稳固，市场地位进
一步提升。公司磷酸铁锂、三元占比分别为 40%、60%；软包电池实现突破，2018
年装机量 342MWh，位列国内第 8 位。受补贴退坡前抢装影响，2019 年 Q1 动力电池
的装机量为 12.32GWh，同比增长 179%，公司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5.49GWh，市占率
达到 45%，得到进一步提升。
公司拟投资建设湖西锂离子电池扩建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46.24 亿元；公司计
划由控股子公司时代一汽（持股比例 51%）在宁德市霞浦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动
力电池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44 亿元，产能扩张加速中。公司已经与上汽、东风、
广汽、吉利、一汽成立合资公司，绑定部分大客户，“跑马圈地”力保国内高市占率；
海外方面，公司加强与宝马、大众、戴姆勒、本田、现代、捷豹路虎和 PSA 的合作，
获得多个重要项目的订单，配套车型临近上市，即将迎来海外放量期。
国内动力电池市场火爆，公司龙头地位稳固，立足国内市场，发力海外高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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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未来出货量有望持续攀升。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44.86、55.43
和 66.24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9-2021 年 PE 分别为 39、32 和 26 倍。维持“强烈
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动力电池价格下跌超预期。

2.3、 贵广网络：全国广电网络整合标杆，公司发展模式有望成为行业
范本
贵广网络整合了全贵州的广电网络，公司 2016 年 1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
上市，
成为贵州文化产业“第一股”。贵州是国内率先实现“省内一张网”的省份之一，
由于贵州省的广电网整合比较彻底，因此在全国广电网络整合过程中，公司有望成
为行业的标杆和模范。
广电网是一张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广电行业持续衰退，广
电网面临存亡问题，为拯救全国广电网，中央层面推动全国广电网络整合和广电
5G。2018 年 8 月，中宣部牵头集结 6 部委成立了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小组，广
电网络整合工作的高度提升到国家层面；2018 年工信部同意向广电网发放 5G 牌照，
广电 5G 迎来曙光；2019 年 3 月，国网、中信和阿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广电网络
整合和广电 5G 即将落地期。本轮的广电网络整合和 5G 建设工作，为广电行业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
公司深耕传统广电网络运营市场，同时紧紧围绕“一云、双网、三用”的总体思
路，建设智慧广电实现转型发展。公司立足智慧广电，在多个业务领域积极布局并
发力。公司积极进行业务探索，4K 业务、大数据业务、智能业务等全面发力，并
积极跟进 5G 广播技术。从行业看，公司业务布局超前，业务模式具有前瞻性，公
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有望成为行业范本。
公司作为广电网络整合的标杆，围绕智慧广电实现转型发展，同时立足智慧广
电，在多个业务领域积极布局并发力，实现战略和业务布局的领先。公司有望借助
国家推进广电 5G 及“全国一网整合”契机，成为行业引领者。预计公司 2018 年-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20/4.64/5.62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31/0.45/0.54 元，
当前股价对应 2018 年-2020 年 PE 分别为 36、25 和 21 倍。首次覆盖，给予“推荐”
评级。
风险提示：广电网络整合进度和力度不及预期。

2.4、 鹏辉能源：经营业绩保持稳健，看好动力电池业务客户拓展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2018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5.69 亿元（YOY+22.41%）
，
归母净利润 2.65 亿元（YOY+5.33%），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93 亿元（YOY-13.50%），
毛利率 23.24%
（YOY-1.77pct）
。2019Q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5.93 亿元
（YOY+52.54%），
实现归母净利润 0.45 亿元（YOY-38.66%）
，毛利率 21.98%，环比下滑 1.26pct。2019
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下降原因主要是 2018 年同期收到了金坛政府 5000 万元的财政
补助款。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4183.94 万元，同比增长 31.79%，主要来自于以下
方面：1、轻型动力类和储能类电池销售收入大幅增长。2、给上汽通用五菱开始批
量供应汽车动力电池。3、消费类电池收入增长平稳。4、合并报表范围扩大。我们
预计公司 2019 年-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 4.01、4.92 和 6.11 亿元，对应 EPS 分别
为 1.43、1.75 和 2.17 元，维持“推荐”评级。
2018 年，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以及高性价比的产品，进入东风汽车、上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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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菱的配套体系。常州鹏辉厂房计划在 2019 年 9 月底初步建成，四季度陆续进
行设备安装调试，争取在 2019 年底形成 2Gwh 产能，2020 年投入批量生产。根据
公司公告，上汽和东风合计意向性订单需求达到 21 亿元。根据 GGII 数据，2019
年 3 月公司配套给宝骏 E200 的台数已超过 2000。
在传统 3C 数码领域，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并快速反应，在蓝牙音响、蓝牙耳机、
平板电脑和移动电源等细分市场保持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市场和智能穿戴产品市
场拓展更多有发展潜力的客户。在储能、轻型动力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同时开
展外部战略合作或合资的方式站稳坐实，实现进入行业第一梯队的目标。2018 年，
公司实现向小牛、超威集团等行业一线客户批量出货，实现超过 200%的增长。此
外，公司已与通信行业大客户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完成国际市场兆瓦级系统交付。
风险提示：市场竞争加剧；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变动；原材料价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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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
《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新时代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
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
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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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
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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