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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效果初现，轨交平台战略起航
公司公告：

公司发布一季报：2015 年 1-3 月收入和净利润为 1.67 亿和 0.30 亿元；
同比增长 43.6%和 183.8%。铁路投资高位背景下，公司内生外延发
展并重效果初现，未来战略深入推进下，有望成为轨交装备&服务综
合的平台型企业，内生&外延发展仍有望超预期，维持重点推介。
报告摘要：
¾

整合带来业绩突增，平台型战略起步。公司靓丽业绩预计主要受益整
合海兴并表积极影响，公司 1 季度进一步并购中车，进入车辆空调领
域，地面到车辆布局战略加速展开，分享千亿级别的车辆装备市场；
同时拟增资齐辉电子，进入铁路信息化领域，铁路领域全面化布局进
一步展开；并购并表近两年将带动公司业绩突增，随着整合深入和协
同战略推进，公司有望成为轨交装备领域综合性服务商，轨交平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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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表现

战略发展正式启航。
¾

维持

2014/4/28～2015/4/28

15 年内生突破+整合落地，蓄力长远发展。内生发展：研发方面公司
提前布局地铁储能、高铁动车组电源等产品，力争早日介入百亿级别
的储能市场和数十亿级别高附加值的动车组电源市场，15 年技术和
市场突破值得期待；商业模式方面，探索装备服务、维保业务平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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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发展，如和上海地铁整体维保签约、和贵阳战略合作开拓轨交装

¾

备产业建设等。外延扩张：公司坚持从地面到车辆、从增量到存量的

相关研究

战略，从产品到服务的平台型公司升级，未来在轨交产业将继续布局

《鼎汉技术-外延再下一城，持续增长格

更多子市场，且探索布局行业外市场，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局成形-瞿永忠、刘攀和王滔》

近两年业绩并表带来业绩爆发式增长趋势确定，预计 2015-2016 年

2015/1/31

EPS 为 0.71 和 0.90 元，2015 年是公司平台型战略起步年，内生外延
并重催生爆发式增长，协同整合效应下可持续增长可期，将脱颖成
为铁路领域最优质成长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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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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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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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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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4

174.72

369.89

471.47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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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5%～20%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与沪深 300 指数偏离-5%～+5%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与沪深 300 指数偏离-5％～+5％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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