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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状况 
总股本(百万股) 741.22 
流通股本(百万股) 741.22 

市价(元) 7.46 

市值(百万元) 5529.50 

流通市值(百万元) 5529.50 

股价与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业绩预测 

指标 2013A 2014A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百万元） 725,495 731,438 621,722 640,374 672,393
营业收入增速 5.58% 0.82% -15.00% 3.00% 5.00%
净利润增长率 187.60 -54.10% 14.78% 12.37% 7.87%
摊薄每股收益（元） 0.12 0.06 -0.3 0.05 0.08
前次预测每股收益（元）   
市场预测每股收益（元）   
偏差率（本次-市场/市场）   
市盈率（倍） 62.2 124.3 -24.9 149.2 93.3 
PEG 0.3 -2.3 -1.7 12.1 11.8 
每股净资产（元） 3.8 3.63 3.33 3.38 3.46
每股现金流量 -0.19 -0.14 0.05 0.08 0.1
净资产收益率 3.16% 1.65% -9.01% 1.48% 2.31%
市净率 2.0 2.1 2.2 2.2 2.2 
总股本（百万股） 741 741 741 741 741
备注： 暂不考虑增发股本变化   

投资要点 

 非公开增发及员工持股计划：西宁特钢公告拟以 5.76 元价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0,389.90 万股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635,845.82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此外公司推出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该计划认购不超过 2245.824 万元，参加员工总人数不超过 169 人； 

 股本大增、降低负债率：增发前公司总股本为 7.41 亿股，而此次增发股数不超过 11.04 亿股，将导致公

司权益大幅增加。近年公司对设备升级、厂房等固定资产投入较大，导致债务融资大幅上升，负债率已

高达 84%，由此推升 2014 年财务费用至 6.06 亿元，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较大。预计此次发行偿还贷款

后公司负债率将降至 58.6%，减少利息费用约 4.2 亿元/年，增加净利润 3.6 亿元/年； 

 员工持股、完善机制：员工持股计划意义首先在于完善激励制度，建立公司与员工的利益共享机制，进

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董监高及员工广泛持股亦彰显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

的信心。从公司规划来看，若此次发行得以顺利推进则将改善公司的负债结构及经营状况，使公司有条

件加快推进产品结构调整计划，顺应一带一路 、 中国制造 2025 升级过程中对高端特钢产品的需求，提

升经营业绩。此外虽然增发后实际控制人青海国资委持股比例未有明显变化，但其余认购方仍值得关注，

包括上海穆昭、国华人寿、贵州中科、邓建宇、新疆泰达，战略投资者能否助力公司发展值得期待； 

 事件延伸思考：我们认为此次西宁特钢增发降负债率、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方案是国家降杠杆稳经济、

推进国企改革思路的缩影。中央通过盘活实业和居民资金做大 A 股市值，使得高负债国企能够通过资本

市场实现负债率回落，降低经济杠杆同时盘活企业经营现金流，达到稳定经济的效果。同时非国资资本

的引入将实现国企改革目的。由此带来的投资机会值得投资者重视，按此思路可重点关注高负债率国有

上升企业的潜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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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近几年公司业绩不佳，主要受铁矿石价格下跌及费用高企影响，但未来随着经济回稳、增发后负

债率回落，公司基本面或迎来复苏，同时员工持股计划将助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我们维持公司“增持”

评级。 

 

图表 1：发行认购方资料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 认购股份数 认购比例 资金背景

青海发展投资 不超过144000万元 不超过25000万股 22.64% 青海省国资委

上海穆昭 不超过115200万元 不超过20000万股 18.12% 李颖等

青海机电 不超过57600万元 不超过10000万股 9.06% 青海省国资委

青海物资产业 不超过57600万元 不超过10000万股 9.06% 青海省国资委

青海汽车运输 不超过57600万元 不超过10000万股 9.06% 青海省国资委

国华人寿 不超过57600万元 不超过10000万股 9.06%
上海合邦投资有

限公司等

贵州中科 不超过57600万元 不超过10000万股 9.06%
贵银仓储管理有

限公司等

邓建宇 不超过57600万元 不超过10000万股 9.06% -

新疆泰达 不超过28800万元 不超过5,000万股 4.53%
天津泰达科技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特钢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

不超过2245.824万元 不超过389.9万股 0.35%

合计 不超过635845.824万元不超过110,389.90万股 100.00%

来源：齐鲁证券研究所 

 

图表 2：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认购数量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西钢集团 369,669,184 49.87% - 369,669,184 20.03%

青海发展投资 - - 250,000,000 250,000,000 13.55%

上海穆昭 - - 200,000,000 200,000,000 10.84%

青海机电 - - 100,000,000 100,000,000 5.42%

青海物资产业 - - 100,000,000 100,000,000 5.42%

青海汽车运输 - - 100,000,000 100,000,000 5.42%

国华人寿 - - 100,000,000 100,000,000 5.42%

贵州中科 - - 100,000,000 100,000,000 5.42%

邓建宇 - - 100,000,000 100,000,000 5.42%

新疆泰达 - - 50,000,000 50,000,000 2.71%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 - 3,899,000 3,899,000 0.21%

其他股东 371,550,068 50.13% - 371,550,068 20.14%

合计 741,219,252 100% 1,103,899,000 1,845,118,252 100%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来源：齐鲁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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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持有：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波动幅度在-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仅供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

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

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

任何保证，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本公司对

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

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

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

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

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

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 

 

本报告版权归“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事先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

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齐鲁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