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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报告摘要 

1.1、 调味品占比提高，盈利能力提升——千禾味业（603027）中报点评 

分析师：余春生  S0350513090001  联系人：赵宁宁  S0350120070040 

调味品占比持续提高，盈利能力提升  2020H1 千禾味业营业收入 7.99 亿元，同比增长 34.53%；归母净利润

1.57 亿元，同比增长 79.85%；其中二季度公司营收 4.40 亿元，同比增长 44.95%；归母净利润 8663 万元，同

比增长 135.50%。中报毛利率为 49.73%，二季度毛利率为 50.18%。 

 公司调味品收入占比提高，焦糖色占比降低。分产品来看，酱油营收 4.94 亿元，同比增长 38.84%，占比 61.83%；

食醋营收 1.57 亿元，同比增长 58.62%，占比 19.65%；焦糖色营业收入 5852 万元，同比降低 25.38%。此外，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87.1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调味品收入增长及报告期末经营性应

收项目余额减少。 

 直销占比略降低，南部区域营收同比降低  2020H1 千禾味业直销占比 32.74%，相比 2019H1 直销占比略降低。

中报显示，公司经销商数量净增加 93 位。东部区域营收 1.33 亿元，同比增长 37.06%，经销商数量净增加 55

家；南部区域营收 3023 万元，同比增长（-15.41%），经销商数量净减少 17 家；中部区域营收 5880 万元，同

比增长 59.40%，经销商数量净增加 95 家；北部区域营收 1.18 亿元，同比增长 59.85%，经销商数量净减少 26

家；西部区域营收 4.53 亿元，同比增长 31.53%，经销商数量净减少 14 家。 

 长期看好千禾味业零添加差异化布局   酱油行业量价齐升，其中高端酱油具有高附加值，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也具有更高的成长性，看好千禾味业在零添加酱油、高鲜酱油等高端产品上的布局。食醋集中度较低，千禾零添

加醋具备差异化优势，随着渠道拓展和下沉，看好千禾醋的成长性。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千禾味业主打零添加调味品，符合消费升级趋势，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盈利能力提高，

结合公司中报经营数据，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86/4.33/5.37 亿元，对应的 PE 分

别为 89.39 /59.11/ 47.67 倍，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食品安全事件，经济发展不达预期，公司经营不达预期。 

1.2、 Q2 业绩随势而起，逐季复苏可期——德赛西威（002920）半年报点评 

分析师：石金漫  S0350520050001 

事件： 

公司发布半年报，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25.96 亿元，同比+14%，归母净利润 2.3 亿元，同比+125%，扣非

归母经利润 1.08 亿元，同比+133%，其中 Q2 实现营收 14.51 亿元，同比+14%，扣非归母净利润 0.65 亿元，

同比+118%。业绩快速增长的驱动力来自驾驶信息系统的快速增长，2020 上半年实现营收 2.94 亿元，同比

+163%，占营收比重为 11.34%，同比去年的 4.93%有显著提升。 



qVxXfUlVqUrRnM9PcMbRmOqQoMrRfQpPuMiNqRwP8OmMqPxNqMxPvPtPrR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部分 3 

 公司公告 2020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 2.6~3.4 亿元，同比+82%~+138%。 

点评： 

上半年收入整体向好的原因来自产品结构、下游客户结构优化。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收入 18.58 亿元、同比+1.88%，

车身信息与控制系统收入 1.34 亿元，同比-30%，驾驶信息显示系统收入 2.94 亿元、同比+163%，其他产品收

入 3.1 亿元、同比+113%。在产品结构方面，液晶仪表盘、多屏显示屏占比不断提升；在下游客户方面，2019

年公司突破了一汽丰田、长安福特、雷克萨斯、DAF 等新客户，并在现有客户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广汽丰田

等公司获得新项目订单，客户结构持续改善。 

V2X、域控制器、多屏座舱、T-box 等多款新产品已经或即将批量供货，未来增长可期。①在多屏智能座舱方面，

公司产品已配套理想汽车、长安和奇瑞，并获得广汽集团、长城汽车、长安汽车、奇瑞汽车和天际汽车新项目订

单。随着车载显示屏的大屏化及高级科技化的需求快速提升，公司显示模组亦发展迅速，获得一汽大众、上汽大

众、吉利、广汽乘用车、上汽通用五菱等新订单，液晶仪表盘获得来自比亚迪、广汽乘用车、吉利、长城汽车、

奇瑞等新项目；②在智能驾驶领域，L3 级别的域控制器已在小鹏汽车配套量产，全自动泊车系统、360 度高清

环视系统、24GHz、77GHz 毫米波雷达、T-box 等均获得量产，V2X 产品已取得某合资品牌项目定点，预计在

2020 年底量产。                                           

拓展自动驾驶前沿技术，树立标杆效应。除了现有布局的 L3 级别自动驾驶产品，2017 年公司在新加坡成立和研

发团队，开发 L4 和 L5 级别自动驾驶和汽车网络安全技术，并在 2019 年获得新加坡陆路颁发的无人驾驶车辆路

测牌照，深耕智能交通和自动驾驶领域布局。 

此外，公司通过绑定英伟达量产了域控制器产品，先发优势显著。通过与富奥成立合资公司，深度绑定一汽产业

链，并逐步从 Tier 1 迈向 Tier 0.5，提升在产业链中话语权。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增持”评级。公司上半年非经常性损益约 1.21 亿元，占净利润的比利润比重约 53%，

主要系公司参股的 Ficha 上市，带来公允价值变动以及募集资金理财的受益。因此我们上调了 2020~2022 年公

司归母净利润。 

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61.38 亿元、85.32 亿元、115.18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5%、39%、

35%；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10 亿元、5.78 亿元、7.86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40%、41%、36%，对应 EPS 分

别为 0.75 元、1.05 元、1.43 元。 

风险提示：乘用车行业销量不及预期，汽车销量增速放缓带来零部件竞争加剧、降价的风险。 

1.3、 消费缓慢复苏，可选及网上消费表现较好——休闲服务行业事件点评报

告 

分析师：赵越  S0350518110003 

社零数据显示消费缓慢复苏。2020 年 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2 万亿元，环比 6 月增长 0.85%，环比增速

为今年来最高；7 月当月同比下降 1.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2.7%），降幅较 6 月份收窄 0.7 个百分点。汽

车类消费品当月增长 12.3%，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2.89 万亿元，同比下降 2.4%。1-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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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同比下降 9.9%，降幅与 1-6 月相比收窄 1.5 个百分点，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 9.7%。 

 国内疫情趋于稳定，可选消费逐步恢复。随着国内各地疫情的逐步稳定，住宿和餐饮活动明显恢复。截至 7 月

27 日，达到正常经营水平 50%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比重较 6 月 17 日提升 4.5 个百分点。7 月餐饮业整体

恢复接近 9 成，餐饮业收入同比仍下降 11%，但较 6 月份收窄 4.2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改善；限额以上住宿

企业客房收入降幅较 6 月份收窄 3.8 个百分点。目前仍值暑期，跨省团队游放开对游客数量增长刺激明显，景区

游客数量限制由 30%放宽至 50%提升旅游需求。同时，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随心飞”相关产品，购买者

可以 2000-4000 元不等的价格在航空公司要求的有效期内兑换符合航空公司要求的机票，具有“任意”、“不限

次兑换”特征的机票套餐在市场上广受欢迎，也间接带动国内旅游、酒店、餐饮等需求。暑运期间民航客流呈现

持续回升态势，根据东方航空公告数据，7 月客座率达到 72.82%，较 6 月提升超过 6.38 个百分点；铁路方面，

7 月全国发送旅客量超过 2 亿人次，环比 6 月增长 24%，逐渐回暖的交运客流量预计也将成为上述可选消费复

苏的重要推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要求“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可能会对餐饮企业客单价的影响，需关注餐

饮企业多样化应对措施。 

 网上消费数据亮眼。1-7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5.1 万亿元，占比达到 25%，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 5.6 个百分

点，疫情加速购物网络化和线上化；网上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15.7%，较 1-6 月份增速提升 1.4 个百分点。通过

互联网销售的吃喝类和用品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 38.2%和 18.6%，而穿戴类商品则同比下降 0.9%，这与疫情期

间大众生活刚需保持一致，预计网购消费习惯仍将延续。 

 维持行业“推荐”评级：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对于消费复苏影响有利，尤其是对可选消费中的酒店、餐饮、旅游

等的恢复具备较强推动力，进而有可能带动免税尤其是离岛免税消费。此外，网上购物消费习惯已逐步养成并成

为重要趋势，网购刚需产品需求更加凸显，作为零售新生态值得重点关注，维持行业“推荐”评级。 

 重点推荐个股：建议关注受益于可选消费逐步复苏的各板块龙头宋城演艺、首旅酒店，以及免税行业龙头中国

中免，线上线下双融合较好的苏宁易购。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及加重风险；相关政策推进不达预期风险；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不达预期风险。 

1.4、 至暗时刻已过，静待周期反转——浙江龙盛（600352）事件点评 

分析师：卢昊  S0350520050003  分析师：代鹏举  S0350512040001  联系人：袁帅  S0350120060022 

染料低谷已过，3 季度有望复苏。新冠疫情对染料行业冲击较大，根据公司中报，上半年国内服装出口下滑 19.4%，

期间公司 2020H1 染料均价 4.1 万元/吨，同比下滑约 23%，染料毛利率下降至 17.6%，为近 15 年来的最低。

进入 3 季度，下游需求开始复苏，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0 年 7 月，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 31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6.1%，环比增加 7.79%；随着下游需求的回暖，8 月初公司提高染料价格，分散黑从 2.6 万元/吨提升至

2.8 万元/吨，我们预计 3 季度染料行业迎来复苏。 

 中间体结构调整，潜在利润弹性大。上半年公司中间体营收和毛利率同比持平，主要是还原物等芳胺类中间体

品种的投产维持了业绩水平，但核心产品间苯二胺的价格较去年大幅度下降。2020 年 7 月，竞争对手四川红光

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停产，间苯二胺价格从 7 月中旬的 6 万元/吨上涨至 7 月底的 7 万元/吨，涨幅超过 15%。

浙江龙盛有 3 万吨间苯二胺外售，另有 3 万吨间苯二胺用于生产间苯二酚，间苯二胺每增加 1 万元/吨，将给公

司带来约 4 亿元的年化利润。 

 投资收益对冲染料利润下滑。2020H1，公司非经常性损益 10.3 亿元，占归母净利润的 45.30%，同比+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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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收到政府补助 5.3 亿元，投资收益 5.0 亿元，投资收益占归母净利润的 22.04%。浙江龙盛有诸多成功的财

务投资案例，如滴滴出行、宁德时代、药明康德、哔哩哔哩等。近几年是浙江龙盛投资业务的收获期，预计投资

收益将对冲染料利润的下滑，保障业绩的稳定。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我们认为至暗时刻已过，静待染料行业周期反转。公司目前估值便宜，安全边际高，染

料行业三四季度大概率复苏，间苯二胺若提价有望带来业绩超预期。不考虑间苯二胺等高弹性产品提价，预计公

司 2020-2022 年的 EPS 分别为 1.40、1.70、2.18 元/股，对应的 PE 分别为 11.02、9.04、7.06 倍，维持“买入”

评级。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风险；新产能推进不及预期；安全生产风险；需求端恢复不及预期；产品价格

上涨不及预期。 

1.5、 业绩稳定增长，看好营销渠道改革——恒顺醋业（600305）中报点评 

分析师：余春生  S0350513090001  联系人：赵宁宁  S0350120070040 

料酒、醋同比增长，直销、线上销售增速较快   2020 年中报公司调味品实现收入 8.98 亿元，同比增长 8.64%，

调味品毛利率为 41.23%，同比下降 3.3 个百分点。根据新收入准则，将运费重分类至营业成本，如果按同口径

计算，调味品毛利率比去年同期提高 1.97 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2020 年中报公司醋的营收为 6.50 亿元，同

比增长 5.03%，醋的毛利率为 44.04%，同比下降 2.53 个百分点。2020 年中报料酒营收 1.48 亿元，同比增长

27.03%，料酒毛利率为 36.61%，同比提高 2.19 个百分点。如果按收入准则同一口径看，醋和料酒的毛利率都

是同比增长的。 

 其中，二季度醋实现收入 3.50 亿元，同比增长 9.59%；二季度料酒收入 0.68 亿元，同比增长 27.12%。二季

度经销收入 3.99 亿元，占比 86.79%，同比增长 14.16%；直销收入 6076 万元，占比 13.21%，同比增长 38.87%。

二季度公司线上销售收入 4123.99 万元，占比 8.97%，同比增长 48.63%；线下销售收入 4.19 亿元，占比 91.03%，

同比增长 14.50%。 

 全国化销售初显成效，华南华中收入增速高于华东大区   分地区来看，2020 年中报，公司华东/华南/华中/西

部/华北大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62 /1.46 /1.55 /0.75 /0.5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70%/18.79%/11.03%/4.10%/1.22%。 在经销商数量上，2020 年中报，公司华东/华南/华中/西部/华北大区经

销商数量分别净增加（-8）/7/6/13/6 位。 

 产能扩张叠加渠道营销体系变革，看好恒顺全国化拓展  产能建设上，公司目前已开工三大项目，一是香醋扩

产续建项目，预计 2022 年 6 月投入使用；二是料酒扩产项目，预计 2022 年初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加快实现料

酒产能翻番目标；三是全数字化重塑项目，签约引入 SAP 企业管理平台，全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渠道营销体系上公司将现有 36 个片区重新整合划分成八大战区，同时整合海外渠道；并实施智慧零售改革，

将现有电商渠道、博物馆零售渠道和恒顺商场资源进行整合。八大战区的成立将进一步帮助公司实现销售全国化，

智慧零售将推进产品的精准销售，对接不同层级的消费者，推出性价比高或者高端化产品，增强收入和利润的弹

性。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  公司作为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代表，产品力和品牌力较强，拥有较广的消费

者基础，在公司渠道变革、经营变革的背景下，预计公司营收和利润增长将迎来边际改善。结合公司中报经营数

据，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74/4.32/5.04 亿元，对应的 PE 分别为 63.57 /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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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5 倍，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食品安全事件，经济发展不达预期，公司经营不达预期。 

1.6、 Q2 业绩环比改善，海外业务表现亮眼——锐明技术（002970）事件点

评 

分析师：宝幼琛  S0350517010002  联系人：张若凡  S0350119070030 

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微增，Q2 业绩环比改善。公司中报业绩与快报吻合，公司二季度业绩明显好转，我们测算

公司 Q2 单季营收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同比仅下滑约 0.9%（Q1 下滑 13.79%），单季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0.9%

（Q1 下滑 7.82%）。去除 PCBA 业务，2020H1 公司商用车车载视频监控等主营业务收入 5.60 亿元，yoy+0.98%，

其中通用类产品营收 2.08 亿元，yoy+1.89%；行业解决方案营收 3.52 亿元，yoy+0.45%。行业解决方案来看，

2020H1 公司公交、两客一危行业收入高增，渣土、出租车行业收入承压，主要原因为疫情影响部分渣土和出租

车行业项目延后。毛利率方面，公司整体毛利率 47.73%，同比增加 4.09pct，主要原因为智能化浪潮下公司产

品技术附加值增加。公司持续加大在 AI 等领域的研发投入，2020H1 研发投入 9388 万元，yoy+29.85%。我们

认为，疫情冲击下商用车视频监控领域市场需求依旧旺盛，我们看好商用车视频监控行业发展空间，看好公司作

为行业龙头的成长性。 

 海外布局效果显现，海外行业解决方案收入高增。海外商用车车载视频监控市场来自商用车运营企业内生需求，

公司近年在海外积极施行本地化及品牌化战略。公司海外业务主要分为两部分：1）面向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

市场提供 ODM 产品，收入结构里表现为通用类产品；2）面向中东、印度等不发达国家提供公司自有品牌的行

业解决方案。2020H1 公司海外收入表现亮眼，实现收入 3.33 亿元，yoy+60.95%，去除通用类产品后公司海外

收入 1.25 亿元，占海外收入比例达到 37.6%，相比于之前公司绝大部分海外收入来自于北美通用类产品的情况，

公司海外自主品牌行业解决方案业务有了明显增长。我们认为，随着公司海外本地化和品牌化战略进一步推进，

海外自主品牌行业解决方案将成为公司重要的业绩增长来源。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维持“买入”评级。我们认为，2020Q2 公司业绩环比改善，短期来看国内外市场需求

旺盛，长期来看公司具备较大成长空间。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 EPS 分别为 1.56/2.11/2.77 元，对应当前

股价 PE 分别为 39/29/22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海外疫情持续的风险；2）商用车车载视频监控行业政策不及预期的风险；3）公司业绩不及预

期的风险；4）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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