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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尼机电：轨道交通业务继
续发力，一季报业绩高增长
 

康尼机电(603111.CH/人民币 30.45, 买入)发布了 2015年一季报，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3.26亿元，同比增长 40.4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578万元，同比增长 38.13%，符合预期。动车组车门市场份额提升，城轨地
铁车门随着交付量增加而快速增长，轨道交通业务板块拉动业绩实现高增
长。 

动车组车门份额今年将继续提升。在高速动车组外门系统市场，公司经过多
年的自主研发，在 2013年末获得 CRCC认证并取得订单之后，公司高速动车
组车辆门系统产品线已覆盖国内主要车型。截至 2014年底，公司高速动车组
外门系统产品已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 14 个路局，47 列车上正式运
营。目前，在高速动车组外门市场，合资企业市场份额仍然较大，去年公司
市占率超过 10%，公司作为国内唯一的动车组车门国产化供应商，今年市占
率还将继续提升。 

新能源汽车连接器业务快速发展。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主要产品是充电接
口及线束总成、高压连接接口及线束总成和高压配电系统等，目前已成为比
亚迪、奇瑞、宇通等 10 多家乘用车和商用车厂商的合格供应商。当前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爆发期，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连接器业务将翻番增长。 

公司战略规划清晰，研发支出保持高位。公司明确定位于“大机电”、“大
交通”，依托“机电一体化”的核心能力，加快新产业和新增长点的培育，
实现多元化发展。同时公司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将为公司寻找新的增长
点打下基础，保障未来持续稳定增长。 

估值：受益于城轨车门及动车组车门业务的拓展，公司业绩实现快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也初步形成规模。公司是国内唯一动车组车门供应
商，受益于动车组国产化进程，同时新能源汽车业务贡献占比也将逐步增
大。未来外延式扩张可期。我们预计 2015-2017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0.64 元、
0.86元、1.12元，目标价 38.52元，对应 60倍 2015年市盈率，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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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公司 1季度业绩对比 

(人民币，百万) 2014年 1季度 2015年 1季度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231.87 325.59 40.42 
营业成本 (138.97) (207.89) 49.59 
营业税金及附加 (3.39) (2.52) (25.49) 
销售费用 (15.40) (21.17) 37.49 
管理费用 (42.06) (54.24) 28.97 
财务费用 (4.93) (3.31) (32.87) 
资产减值损失 0.53 0.08 (85.37)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0.00 0.00  
投资净收益 0.00 3.07  
营业利润 27.66 39.61 43.23 
营业外收入 1.16 2.59 123.28 
营业外支出 0.00 (0.29)  
税前利润 28.82 41.91 45.44 
所得税 (5.40) (6.38) 18.12 
净利润 23.41 35.53 51.75 
少数股东损益 2.49 0.25 (89.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91 35.78 38.13 
盈利能力 (%)    百分点变动 
毛利率 40.07 36.15 (3.91) 
净利润率 11.17 10.99 (0.18)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银国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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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声明，未授权任何公众媒体或机构刊载或转发本研究报告。如有投资者于公众媒体看
到或从其它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对
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上涨 20%以上； 

谨慎买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上涨 10%-20%； 

持有：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在上下 10%区间内波动； 

卖出：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下降 10%以上； 

未有评级（NR）。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强于有关基准指数； 

中立：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基本与有关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弱于有关基准指数。 

 

有关基准指数包括：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以及沪深 300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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