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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符合预期：公司8月15日晚间发布半年报称，2013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为30.44亿元，同比增12.36%；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利润总额1.44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23亿元，同比增幅17.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5亿元，较去年同期的0.98亿元，

同比增幅达到28.66%，基本符合预期。公司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为-5.44亿元，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2.2%。 

 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变化为增长做贡献，毛利率总体保持稳定。公

司上半年营收实现稳定增长，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

因在于主营业务收入结构有所变化。按照产品分类，航空发动机

及衍生产品业务上半年实现营收14.96亿元，同比下滑11.46%，然

而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6.69%上升至今年年中的23.08，升幅达到

6.39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产品计划尚未下达，因此产

品交付同比减少，收入下降，而毛利率较高的维修服务占比增加。

外贸转包生产业务实现营收7.38亿元，同比上升了14.23%，而毛

利率方面为11.59%，比去年下降了小幅下降了3.11个百分点，营

收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市场份额扩大，保持盘、环类部件的原

有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了新品研发以及新客户拓展。同时通

过强化自身管理，采取"削峰填谷，均衡生产"等一系列切实可行

的措施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了交付能力。非航空产品及贸易业务

上半年实现营收7.70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37.02%，而毛利率出现

了较大程度的下滑，目前为2.28%，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56个百分

点。虽然部分传统产品受到了市场影响，然而公司通过加快了新

产品研发进度、努力拓宽非航空产品市场来抢占市场份额，虽然

毛利率有所下降，然而通过扩大市场份额维持了非航空产品及贸

易业务的收入增长。期间费用方面，由于公司控制得当，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变化不大，而随着销售服务费用的大幅下滑，

公司销售费用同比下降28.97%。 

 航空发动机业务具有长期成长性。我国对于航空发动机的需求可

观，现阶段我军自用以及出口的三代歼击机广泛使用的是俄罗斯

进口的AL-31系列以及RD-93系列涡扇发动机，未来替换以及新

机装备空间广阔。目前公司产品线覆盖了二代战机发动机的生产

以及维护，而三代战机发动机已经开始进入批量生产中，已经进

入试飞的J-20/31等四代战机更是有望装备在研的新一代航空发

动机，在气动、飞控、机载电子设备相继取得突破后，航空发动

机已成为我国军机研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的最后一道障碍，在国

家持续投入的前提下，公司发动机业务成长性可观。此外，随着

核心机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基于航空发动机研发的燃气轮机有望

装备我军陆地、水面主战兵器，燃气轮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

启动快、冷却要求低等优势，美军海陆空部队目前已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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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2013 年 8 月 16 日 

收盘价(元) 15.83 

总市值（亿元） 180.54 

总股本(百万股) 10.90 

流通股本(百万股) 10.86 

ROE（TTM） 7.5 

12 月最高价(元) 19.30 

12 月最低价(元)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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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讯 

 

 

相关报告 

 

 

 

 

 

 

 

 

 

 

 

 

 

 

 

 

 

 

 

 

 

 

 

 

 

 

 

 

 

 

 

 

 

 

 

 

 

 

 

 

 

 

 

 

 

   机械 

业绩表现优异，资产注入进行中  推荐 （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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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燃动力”，通过提高动力系统通用性而提高研发以及后勤效率，这也是我国未来军

事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资产注入提升公司价值。公司于6月17日公告将分批次注入航空发动机系统资产，目前

资产注入正在进行中。在计划注入的资产中，沈阳黎明和贵州黎阳是我国涡喷/涡扇发动

机生产的骨干企业，在新一代航空发动机定型投产的前提下，12年净利润增长率分别达

到84%和99%，完成注入后将进一步增厚公司业绩，完善公司产品线，整合两家公司的

研发、技术实力，形成协同优势，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国内航空发动机领域的领先优势，

充分受益于未来我国航发市场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公司所属的中航工业集团中仍然

拥有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众多优质非上市资产，在本次资产注入完成后，公司未来仍然存

在其他资产注入的可能性，这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 

维持推荐评级。未来资产注入进度具有不确定性，在不考虑资产注入的前提下，我们预

计2013-2014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34元和0.47元，对应PE分别为49.29倍和35.35倍。首次

给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研发进度滞后，资产注入进程出现阻碍。 

 

表 1：盈利预测 

科目(百万元) 2011A 2012A 2013E 2014E 

营业总收入 6,805.96  7103.97  7736.22  8548.53  

营业总成本 6,503.81  6776.62  7314.69  7952.87  

营业成本 5,824.20  6011.78  6525.50  7202.13  

营业税金及附加 8.94  8.94  10.06  11.11  

销售费用 85  97.44  87.42  103.44  

管理费用 447  494.85  550.82  617.20  

财务费用 118  129.75  100.66  -27.18  

资产减值损失 21  33.85  40.23  46.16  

其他经营收益 (5) -5.20  -4.87  -5.14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0  0.00  0.00  0.00  

投资净收益 (5) -5.20  -4.87  -5.14  

其中 对联营和合营投资收益 (5) -5.20  -4.87  -5.14  

营业利润 297  322.15  416.67  590.52  

加 营业外收入 14  25.11  22.31  20.68  

减 营业外支出 7  4.00  2.00  2.00  

利润总额 304  343.26  436.98  609.20  

减 所得税 52  59.10  80.84  112.70  

净利润 253  284.17  356.14  496.49  

减 少数股东损益 (6) -7.47  -10.18  -14.1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59.15  291.63  366.32  510.69  

最新总股本(百万股） 1089.57  1089.57  1089.57  108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27  0.34  0.47  

市盈率（倍） 69.67  61.91  49.29  35.35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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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投资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偏好评级 

高风险 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幅度超出市场指数波动幅度一倍以上 

较高风险 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幅度超出市场指数波动的幅度 50%-100%之间 

一般风险 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幅度超出市场指数波动的幅度 20%-50%之间 

低风险 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幅度低于市场指数波动的幅度 20%以内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在风险偏好评级中，不涉及到具体品种推荐和评级的产品则按

照产品研究的市场给予基础风险评级。即：权证以及衍生品市场的研究报告，其基础风险评级为高风险；股票、偏股型

基金市场方面的研究报告，其基础风险评级为一般风险；债券、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市场方面

的研究报告，其基础风险评级为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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