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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公司发布 2013 年年报，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52 亿，同比增长

63.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1.2 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下降 1176.62%。 
 

报告摘要： 
 智能手机、可穿戴和物联网的发展推动移动终端天线行业持续增长：

随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等产品不断向无线化、智能

化方向发展，以及单机天线配置量提升，移动终端天线市场增长不断

加速。我们预计 2018 年全球移动终端天线市场容量超过 120 亿支，

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34%。 

 公司是专业的天线生产厂商，具有技术和客户渠道优势：需求端的激

烈竞争倒逼使得天线行业设计周期缩短，公司生产天线、连接器、模

组化产品，不断适应未来天线产品的集成化趋势；通过收购 laird 获

得苹果、三星、索尼、微软、google 等优质客户，逐渐扩张国际市

场份额，享受全球市场增长和国际市场稳定毛利率收益。 

 LDS 和连接器需求强劲提升，收购 laird 度过重组震荡期，Q1 预报

业绩同比大幅增长。LDS 新品天线逐渐成为主流，当前公司的 LDS 
产能全球排名第二，交货能力居首位。2013 年收购的 laird 出现经营

亏损过亿，随着国际订单逐渐放量，预计 2014 年打平甚至扭亏为盈

是大概率事件。此消彼长，预计 2014 年公司业绩将大幅反转。 

 盈利预测：我们预测 2014/15/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8.46 亿/11.84
亿/15.99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0.80 亿/1.22 亿/1.65 亿元，EPS 分别为

0.58 元、0.89 元和 1.20 元。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因素：核心大客户市场需求低于预期；全球大客户渗透进度缓慢；

费用控制效果不明显。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215.75 352.28 846.07 1184.30 1598.65
增长率（%） 32.38 63.28 140.17 39.98 34.99
归母净利润(百万) 6.09 -65.61 80.20 121.59 164.63
增长率（%） 89.59 -1176.62 222.23 51.61 35.39
每股收益 0.05 -0.48 0.58 0.89 1.20
市盈率 481.35 -45.95 37.67 24.85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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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股价 22.00
总股本(百万股) 137.33
总市值(百万) 3,021.15
流通市值(百万) 2,175.59
12 个月最高价 26.64
12 个月最低价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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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财务三张表预测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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