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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太科技：内生增长+外延扩张带来业绩超预期，参

股公司上市收获超额回报 
 
■事件 1：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预案，拟向和达开元、中邮基金、鹏

德创投等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6700 万股公司股票并锁

定 3 年，募集资金不超过 16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事件 2：公司参股的江西富祥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得证监会

正式核准。公司持有富祥药业 1326 万股股份，占该公司发行前总股

本的 24.56%。 

■事件 3：公司修正 15 年 1-6 月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 1.09~1.18 亿元，

同比上升 250~280%。 

■增发保障公司充足现金流，锁三年引入战投：公司主营业务目前处

于高速发展和快速扩张的通道之中，未来三年对资金投入的需求将大

幅增长；在发展公司主业的同时，公司在农药、医药领域进行了产业

链延伸，并向车联网行业拓展。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为公司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负债规

模，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财务安全性；另一

方面，有助于充实公司的流动资金储备，用以支持公司各项业务板块

的经营发展，促进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效落实。此次参与定增的和

达开元投资有限公司，隶属于和君资本，在投资并购和金融领域具有

丰富的资源和经验，未来将帮助公司进行外延式扩张发展。 

■农药医药中间体进入高速发展期，索菲布韦中间体盈利空间近亿

元：在经历客户培育期后公司农药中间体业务有望快速增长，我们跟

踪了解到巴斯夫、先正达和住友与公司的合作在增强，订单量大增。

公司有机氟技术突出，形成了芳香族含氟产品的完整生产链，所生产

医药中间体下游用于心血管类、糖尿病类、精神类和抗病毒类等药物。

吉利德抗丙肝药索非布韦 14 年销售收入预计在 120 亿美元左右，其

中治愈了约 20 万丙肝患者，考虑到全球丙肝患者 1.85 亿人（其中规

范市场 3000 万），吉利德已授权给印度厂商生产索非布韦用于非规范

市场，预计未来公司中间体五氟苯酚产能投产后销售不成问题。14

年公司五氟苯酚销量约为 8 吨，售价 200 万/吨，毛利率 50%，未来

公司 160 吨项目建成投产后盈利空间 1-2 亿元，而五氟苯酚再向下一

步反应可生产五氟磷酸苯酯，公司已具备生产技术，未来取得客户认

证后盈利空间会更大。公司 15 年 1-6 月业绩预告显示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 250~280%，其中索菲布韦关键中间体项目完成情况良好是公

司业绩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股车联网公司，形成双主业发展模式：公司作为国内有机氟龙头

企业，在不断夯实主业实现持续内生增长的同时，积极寻找新兴产业

业务发展机会。公司此次增资美赛达，进入行业前景广阔、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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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车联网领域，将有利于优化和改善公司现有的业务结构，提高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深圳市美

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车联网系统方案提供商，产品涵盖互联版车机、SMARTBOX、

CANBOX、后视镜、T-BOX、OBD 等，公司目前的盈利模式为软硬云（互联智能导航软件+车联网硬

件终端+云服务），软件包括手机、PC 上的客户端运行平台，硬件是通路入口端，云端进行大数据采

集，在这三种业务模式下，未来还将基于大数据与保险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进行金融、保险等业务合

作。目前公司客户群体包括基于车载系统装配需求的国内主流整车厂商以及基于数据采集需求的快递

物流、租赁、保险等业内知名企业。美赛达公司经过前期的业务转型阵痛期，15 年已经开始实现盈利，

同时近期中标某车厂新车型项目，预计将增加近亿元的销售收入，其他业务也在稳妥推进。 

■参股公司上市，公司将享受超额回报：富祥药业是一家专业从事原料药生产的企业，已发展为国内β

-内酰胺类酶抑制剂系列产品的最大生产商之一，2014 年全年净利润 5300 万元。公司 10 年 11 月收

购富祥药业 26%的股份，参股富祥药业帮助公司向下游延伸，并实现双方客户群复用。此次富祥药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获得证监会批准，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将享受富祥药业上市后快速发展带来的超额回

报。15 年 1-6 月富祥药业业绩较好，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增加也是公司业绩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主业高速发展，定增引入战投助力外延扩张，参股公司上市带来超额收益：我们认为公司五氟苯酚、

单晶、CF 光刻胶三大产品盈利空间均在亿元以上，预计公司业绩将持续超预期，同时我们认为车联

网市场空间巨大，公司参股的美赛达科技在行业内竞争优势明显，是一个可以看千亿市值的项目。定

增提供内生和外延增长资金支持，引入和君资本旗下投资公司助力公司发展。同时，参股的富祥药业

上市，为公司带来超额的投资回报收益。仅考虑五氟苯酚销售带来的业绩增长，我们预计公司 15~17

年 EPS 为 0.29，0.56 和 0.69 元（考虑转增摊薄），另外车联网和电子化学品带来巨大想象空间，给

予买入-A 评级。 

■风险提示：新项目进展低于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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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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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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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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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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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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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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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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