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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1,540.59 万元，同比增长 16.5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33.70 万元，同比增长 34.79%；基本每

股收益 0.727 元，同比增长 34.63%。  
 

报告摘要： 
 上半年销量增长和成本费用控制能力增强推升盈利。 受益于新建石

膏板生产线陆续竣工投产，公司石膏板销售量持续增加。公司加强对

成本费用的管控，同时对市场进行细分，提高区域市场的产品供应效

率。成本、费用增长幅度低于收入增长导致盈利增速快于收入增速。

上半年公司毛利率 29.7%，同比增加 1 个百分点。上半年公司期间费

用率为 12.78%，同比减少 0.46 个百分点。  

 石膏板主业布局稳健扩张，市场地位巩固。公司已拥有 54 条石膏板

生产线，产能共计 16.5 亿平方米。公司公布最新对外投资公告，预

计将在湖南望城、广西来宾、湖北襄阳等地新建 1.1 亿平米石膏板生

产线以及相关配套龙骨项目。考虑嘉兴、天津、昆明等地已有的在建

产能，公司累计在建产能达到 2 亿平米。公司继续深化石膏板产业布

局，由于其产能利用高，成本优势无法撼动，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

 布局结构钢骨，新型房屋业务开辟新增长点。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

股票不超过 15,497 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 13.68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21.2 亿元，重点用于结构钢骨等项目建设。公司在七个城

市布局建设 4.2 万吨针对民用钢结构建筑的重要组件结构钢骨。结构

钢骨广泛用于新型的钢结构建筑，符合住宅发展趋势，是绿色环保和

建筑节能的需要。未来结构钢骨将与原有石膏板和龙骨协同发展，有

望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预计 2014-2016 年收入 88.1\101.7\114.3 亿

元，归母净利润 11.0\13.0\15.1 亿元；EPS:1.91\2.25\2.63 元，对应的

PE 为 8.27、7.0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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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5.16 7490.08 8807.36 10167.43 11428.10 
增长率（%） 12.00 12.04 17.59 15.44 12.40 
归母净利润(百万) 676.77 905.51 1100.65 1295.15 1511.70 
增长率（%） 29.48 33.80 21.55 17.67 16.72 
每股收益 1.18 1.57 1.91 2.25 2.63 
市盈率 13.41 10.08 8.27 7.03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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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财务报表预测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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