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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公司发布 2014 年业绩预增公告，实现净利润 2.93 亿元左右，同比增

长 300%，基本与我们预期一致。 
 2014 年业绩大幅度增长。公司发布业绩预增公告，2014 年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61%左右，硅片销量同比增长 62%左右，实现净利润 2.93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300%，与我们的预测基本一致。公司出货量大

幅度增长，成本控制能力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突出，盈利能力持续

提升。 

 打造新时期、新格局下的制造业新龙头。公司全面进军光伏组件业务，

2014 年收购浙江乐叶光伏 85%股权，该公司进入了工信部第一批准

入名单，并且拥有齐全的国内外产品认证，公司未来将依托浙江乐叶

打造 2GW 组件产能。此外，公司将出资 5 亿元在西安成立乐叶光伏

科技，以此作为未来光伏组件业务的整合平台，积极推进单晶光伏组

件业务的品牌化、规模化。光伏制造业目前已经处在路线变革的前夕，

为了继续降低光伏发电成本，低成本高效化成为必然的趋势，在新时

期、新格局下，部分公司有望成为制造业的新龙头。隆基股权全面进

军光伏组件业务，一方面是为了给市场提供单晶产品，推广单晶应用，

另一方面是把握光伏高效化的市场机遇，打造制造业的新龙头。光伏

制造业永远是后发优势，回顾历史，多晶路线、CdTe 薄膜路线分别

出现过无锡尚德、First solar 等行业龙头，其鼎盛时期均获得了超额

收益，市值超过百亿美元，我们看好隆基股份进军高效组件的战略，

盈利前景值得期待。此外，公司也正在调研高效电池技术，不排除加

大对外合作，打造一体化产能。 

 与国开金融合作分享电站投资收益。公司修改光伏电站子公司隆基天

华（20MW 在建项目）和同心隆基（30MW 并网 30MW 在建项目）

的增资方案，两家电站子公司的控股权让渡给国开新能源。公开资料

显示，国开新能源力图打造光伏运营旗舰平台，注册资本 9.85 亿元，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1,708 2,280 3,689 6,439 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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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母净利润(百万) -55 71 296 522 720 

增长率（%） -117.75% 237.25% 308.70% 76.59% 37.98%

每股收益 -0.11 0.13 0.55 0.97 1.34 

市盈率 -221.18 184.72 44.33 25.10 18.19 
 

XX 研究组 
分析师： 
徐超(S1180514050001)
电话：010-88085388 
Email：xuchao3@hysec.com 
王静(S1180510120001) 
电话：010-88085278 
Email：wangjing1@hysec.com 
杨培龙(S1180514040001) 
电话：010-88085788 
Email：yangpeilong@hysec.com 
胡颖(S1180210020002) 
电话：010-88013525 
Email：huying@hysec.com 

 
市场表现 

2014/1/28～2015/1/28

-24%
-6%
12%
30%
48%

Jan/14 May/14 Sep/14
0
20
40
60
80

成交量(百万) 隆基股份
上证指数

 

相关研究 

《配额制将推动新能源投资新时期﹡徐

超》 

2015/1/26

《新能源板块受到多项政策提振﹡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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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

《配额制将出台，“风光”迎来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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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电价调整，行业更加健康发展﹡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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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板块开启投资价值新时期﹡徐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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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出资人包括国开金融、摩根斯坦利、红杉资本等，隆基股份也投资 1.2 亿元间接参股。电站子公司控股权的

让渡有利于发挥合作方的资金优势、资源优势，加快电站项目建设，扩大单晶产品的国内应用，同时有利于公司

分享电站投资的收益。此外，公司的子公司隆基能源主要定位电站 EPC 和运维，也有望从中受益。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我们继续重点推荐隆基股份，公司的单晶硅片业务将继续保持全球竞争力，盈利能力持续

提升；在光伏组件产品高效化的趋势下，公司向制造业下游延伸，将打造行业新龙头，前景值得看好。我们略微

上调公司盈利预测，2014～2016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0.55 元、0.97 元和 1.34 元，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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