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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仍在调整期，三项费用率将下降 

           ——沈阳机床(000410)调研报告 

事件：  

  近期我们对沈阳机床进行了实地调研。 

评论：  

业绩仍在调整期：2012年公司与台湾、日韩的企业竞争，销售政策激进导致应收账款上升，12年按照应收账款

5%计提坏账约9700万，影响了公司净利润。13年一季度公司收入和净利润下降18.3%和48.7%，主要是非经常

性损益减少。公司正在进行产品、经营、组织结构三方面调整。2012年全年公司新增订单70亿元，公司目前在

手订单约8亿元。虽然机床行业整体不好，但有利于公司进行行业整合。 

图 1、2009-2013 年金属切削机床销量同比增速 图 2、2006-2012 年机床行业增长率及 ROE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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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公司产品加速走向中高档化：预计未来国内中高档机床占比将由现在的30%上升到70%，高档数控机床销量增速

将在30%左右。公司发展重心已移至中高档数控机床：与德国希斯公司合作生产重大型数控机床，新五类产品主

攻中高档市场，普通机床逐渐OEM外包。预计2015年重大型数控机床、新五类产品和普通机床销售占比分别为

25%、40%和20%。  

飞扬数控系统自配将提升公司毛利率：公司已开发出核心设备飞扬数控系统，主轴也能部分自配。数控系统占成

本的20-50%的成本，人工20%，其他20-40%。飞扬12年卖了200台，价格是日本Fanuc的1/3。公司数控机床占

比上升,公司去年还上调了钻镗类机床价格，以上原因导致公司毛利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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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07-2013 年 1Q公司毛利率及三项费用率 图 4、2012年各项产品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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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增发成功后财务费用将下降。公司公告通过定向增发募集约12.3亿元，将用于提高重大型数控机床和新五类产品

产值约50亿元，另外募集资金6.3亿用于偿还贷款以优化财务结构。公司财务费用是由高资产负债率导致，我们

判断随着增发后偿还短期贷款，行业景气度回升后应收帐缩小，公司财务费率将下降。公司13年经营目标是80

亿收入及1亿元净利润，本预算并未考虑财务费用下降及政府补贴等因素。 

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会下降：13 年高管工资会降低一些，工人人数通过转岗压缩至 7 成。12 年公司参加了 4 个

展会，推广费用高。公司已经建成 19 家 4S 店，单店投资约 5000 万元，是代理商自己出钱。13 年公司计划再

开 20 个 4S 店。公司计划到 2015 年以前，在国内建立 50~70 家 4S 店，形成制造商、经销商和客户多方共赢

的局面。目前公司产品通过渠道销售的占 90% (注：4S 店销售占总量的 40%)，直销 10%。 

图 5、沈阳机床目前在全国有 19 家 4S店 图 6、沈阳机床天津 4S店实景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国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国海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  

按增发后最新股本计算，预计公司 2013-2014 年 EPS 为 0.12 和 0.15 元，对应 PE 为 50 倍、37 倍，公司增发

价格为 5.58 元，目前股价接近增发价，安全边际较高，看好公司 2014 年业绩改善，首次给予“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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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沈阳机床盈利预测 

 2012 2013E 2014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元) 7,787 8,158 9,630 11,397 

(+/-%) -19.0% 4.8% 18.0% 18.3% 

净利润(百万元) 23 89 118 140 

(+/-%) -77.8% 280.0% 33.6% 18.3% 

摊薄每股收益(元) 0.03 0.12 0.15 0.18 

EBIT Margin 7.0% 8.2% 8.3% 8.4% 

净资产收益率(ROE) 1.5% 6.0% 8.8% 11.6%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注：EPS 按增发后最新股本 7.65 亿股计算 
  

风险提示： 

1.机床行业持续低迷的风险。2.公司三项费用降幅低于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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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强 021-20281098 13381965719 guoq01@ghzq.com.cn 

陈  蓉 021-20281099 13801605631 chenr@ghzq.com.cn 

胡  超  021-20281096 13761102952 huc@ghzq.com.cn 

梁柳欣 021-20281099 13524364843 lianglx@ghzq.com.cn 

    

广深区：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厦 3楼 

姓  名 固话 手机 邮箱 

徐伟平 0755-83705955 15012898363 xuwp@ghzq.com.cn 

张亦潇  0755-83702462 13725559855 zhangyx01@ghzq.com.cn 

王  帆 0755-83025049 13509639899 wangf01@ghzq.com.cn 

张宇松 0755-83700919 13530666614 zhangys01@ghzq.com.cn 

马  鑫 0755-83702072 18630119510 max01@ghzq.com.cn 

周振宁 0755-82835810 15220268966 zhouzn@ghzq.com.cn 

 

mailto:linl@ghzq.com.cn
mailto:baid@ghzq.com.cn
mailto:guoq01@ghzq.com.cn
mailto:chenr@ghzq.com.cn
mailto:huc@ghzq.com.cn
mailto:lianglx@ghzq.com.cn
mailto:xuwp@ghzq.com.cn
mailto:zhangyx01@ghzq.com.cn
mailto:wangf01@ghzq.com.cn
mailto:zhangys01@ghzq.com.cn
mailto:max01@ghzq.com.cn
mailto:zhouzn@ghzq.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