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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34 亿元，同比增 1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1.31 亿元，同比增 61.20%。 EPS：0.15 元 
 

报告摘要： 
 行业供需迎来拐点，出口回升带动公司收入重回较快增长通道。近几

年玻纤池窑企业进入冷修高峰，产能得以控制。近期主要企业库存减

少，市场供求关系好转。上半年玻纤池窑企业在纷纷上调玻纤纱价格，

公司上半年累计调价两次。需求的回升主要集中在海外市场。上半年

国内玻璃纤维行业粗纱出口金额 10.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7%。公

司上半年出口收入为 13.0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65%，表现优于

行业整体水平。 

 高端市场的产品占比提升，结构优化提升盈利能力。中高端领域的产

品占比提升，导致综合毛利率稳中有升。公司上半年综合毛利率为

33.91%，同比去年增加 2.36 个百分点。产品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1、
热塑类产品的比例逐步提高。（热塑是可回收产品，是未来的主要方

向）。2、玻纤制品的比例稳步提高。3、终端应用上，新能源领域（风

电）和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领域（电厂脱硫、天热气管道、饮水工程项

目）的应用比例逐步加大。 

 2014 年下半年展望：保持复苏态势，不乏持续提价可能。我们认为

下半年景气可维持主要源于：1、公司资金紧张的状况缓解，库存的

结构更加合理，具备进一步提价的基础。2、国内市场需求尚未启动，

下半年有望跟随外需逐步启动。3、短期供给增加有限，2014 年行业

产能增长在 0-5%。下半年全球冷修计划总产能在 20 万吨，整体产

能将维持稳定。预计 2014-2016 年收入 60.9\67.3\74.0 亿元，归母净

利润 4.28\4.86\6.0 亿元；EPS:0.49\0.56\0.69 元，对应的 PE 为 18.6、
16.4、13.3 倍。我们维持“买入”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5103.08 5209.64 6090.20 6726.66 7401.27 
增长率（%） 1.28 2.09 16.90 10.45 10.03 
归母净利润(百万) 274.18 319.13 427.84 485.45 599.52 
增长率（%） -6.20 16.39 34.07 13.46 23.50 
每股收益 0.31 0.37 0.49 0.56 0.69 
市盈率 29.03 24.94 18.60 16.39 13.27 
 

 建材研究组 
分析师： 
顾益辉(S1180514060001)
电话：021-65051157 
Email：guyihui@hysec.com 
王钦(S1180514050004) 
电话：021-65051130 
Email：wangqin3@hysec.com 

 
市场表现 

2013/8/18～2014/8/18

-9%

-3%

3%

9%

15%

Aug/13 Dec/13 Apr/14
0

9

18

27

36

成交量(百万) 中国玻纤
上证指数

 

相关研究 

《建材 O2O 深度：颠覆时代，顺“势”

为王》 

2014/8/15

《福建水泥：竞争格局优化助推盈利回

升》 

2014/8/12

《建研集团：减水剂稳定增长，检测业

务仍需等待》 

2014/8/12

《伟星新材：业绩稳健增长，类消费属

性凸显》 

2014/8/10

《宁夏建材：产能逐步消化，景气仍需

等待》 

2014/8/7

《长海股份：受益行业景气，整合提升

业绩》 

2014/7/29

 

复苏确认，下半年景气有望维持 买入 维持 
目标价格：暂无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证券研究报告/中国玻纤(600176)/公司中报简评 2014 年 08 月 18 日

nxny
打字机
股票分析报告网整理www.nxny.com



 中国玻纤/公司中报简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2 页  共 3 页 

  

图 11：财务报表预测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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