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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告： 
 公司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2014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7-1.87 亿元，同比增长 199%-229%，大幅超出公司此前预计的
102%-132%。随着铁路行业投资加速利好，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快速增

长，外延式扩张持续开花结果，未来内生外延成长逻辑最清晰，坚定

看好公司的成长前景，维持重点推介。 
 

报告摘要： 
 主业稳健快速增长，海兴是业绩最大的超预期项。随着轨道交通投资

加快推进，预计公司本部业务增幅在 40%-50%，动车组随着通车里

程高峰迎来交付高峰，海兴电缆四季度集中交货带动公司业绩大幅度

超预期增长；在未来铁路投资有利大背景下：我们预计的预计公司信

号电源等传统主业快速稳健增长，新拓展的车载辅助电源、屏蔽门等

业务有序突破，将会成为母公司未来重要的成长性支点；未来海兴电

缆将借力公司资本市场力量，实现快速跨越式增长，仍有望维持快速

增长的势头。 
 内生外延铸就铁路领域最优质成长股。铁路作为国家弱势经济背景

下，加码投入和外交出口的重要导向产业，近三年投资高位确定性强

（我们判断 2015 年仍将延续 8000 亿级别的投资规模），带来主业强

力复苏，未来内生外延共振有望带动公司进入爆发式成长期：1、公

司储备的地铁制动储能技术、在研的动车组辅助电源等产品都是主要

增长爆发点；2、积极探索资源整合落实商业模式创新，有望从单一

产品提供商发展成为综合设备服务商，带动公司发展质量再上台阶；

3、公司清晰的大轨交战略有序落实推进，外延式并购布局轨交潜力

市场，为未来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上修公司 2014-16 年 EPS 为 0.34，0.59 和 0.79 元，近几年铁路

行业投资高景气持续，公司大轨交战略明晰，内生外延并重催生爆

发式增长，将脱颖成为铁路最优质成长股，维持“增持”评级，进

一步内生和外延发展或仍有超预期表现，建议积极关注。 

主要经营指标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451.77 783.3 1237.0 1592.6 
增长率（%）  65.89 73.4% 57.9% 28.7% 
归母净利润(百万)  56.94 178.6 309.8 410.9 
增长率（%）  376.38 213.6% 73.5% 32.6% 
每股收益  0.25 0.34 0.59 0.79 
市盈率  274.01 50.5 29.1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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