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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金融，打造三足鼎立式发展 
 
■新业务为公司带来显著增长，传统业务增长受到国际油价影响。公

司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736.8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4.45%，

主要是由于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收购了华陆环保 60%股权、2015 年 6 月收

购了庆汇租赁 90%股权，使得合并范围增加。宝德股份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711.3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58%，主要是由于庆汇租赁对公司利润有较大贡献。

由于公司自动化业务主要是石油钻采控制系统，受到国际油价低迷影响，工作

量有较大下滑。 

■以华陆环保为基础，环保业务增长空间巨大。公司 2014 年完成了收购

华陆环保 60%股权，增加了污水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华陆环保为公司贡献净利

润 215.49 万元，占本公司合并利润表的 30.29%。华陆环保目前以污水处理环保

工程设计及施工业务为主，尤其在稀土行业污水处理经验丰富，与内蒙古包钢

稀土公司签署的价值 9600 万元的稀土生产“三废”综合治理技术改造工程进

展顺利，即将完成设计阶段工作。宝德的环保业务还有两个新增业务方向，一

是与公司传统石油装备行业结合进入油田污水处理业务，以钻井液和压裂返排

液处理为主，面对百亿级别市场空间。二是与庆汇租赁业务结合以 PPP 模式进

入市政污水处理业务，优势在于庆汇租赁能够为公司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支

持，同时中植集团强大的资源支持也会极大促进该业务的发展。 

■环保和自动化业务为主，融资租赁为辅，打造公司三足鼎立式发展。

公司 2015 年 6 月完成对庆汇租赁的收购，增加了融资租赁业务，目前看来融

资租赁及环保业务的业绩承诺占据了上市公司大部分利润来源，预计 15-17 年

将分别达到 7452 万元、9885 万元、11331 万元。但公司自动化业务，尤其是钻

采控制系统技术具有深厚的行业积淀，曾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在融资租赁

辅助下，有望开展核心设备租赁业务。同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已经变更为中新

融创，资本运作能力明显提升，预计在资本的辅助下自动化业务将快速增长。 

■买入-A 投资评级，6 个月目标价 40.00 元。我们预计公司 2015 年-2017

年 EPS 分别为 0.71 元、0.90 元、1.23 元。公司新增加的环保业务和融资租

赁业务将会为公司带来全新发展，增长性确定，未来将形成产业与金融相结合

的业务模式。维持公司买入-A 的投资评级，6 个月目标价为 40.00 元，相当于

16 年 44 倍的动态市盈率。 

■风险提示：公司环保业务拓展不顺利，各业务相互协同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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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万元) 2013 2014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 44.7 90.8 464.2 607.7 808.1 
净利润 -11.1 15.7 90.3 114.4 155.5 

每股收益(元) -0.12 0.17 0.71 0.90 1.23 

每股净资产(元) 3.60 3.78 3.69 4.60 5.83 
 

盈利和估值 2013 2014 2015E 2016E 2017E 

市盈率(倍) -259.6 182.6 44.6 35.2 25.9 
市净率(倍) 8.8 8.4 8.6 6.9 5.5 

净利润率 -24.7% 17.3% 19.5% 18.8% 19.2% 

净资产收益率 -3.4% 4.6% 19.4% 19.7% 21.1% 

股息收益率 0.0% 0.0% 0.0% 0.0% 0.0% 

ROIC -9.9% 6.3% 57.1% 10.8% 35.3%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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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冶金机械 

投资评级 买入-A 

维持评级 

6 个月目标价 40.00 元 

股价（2015-08-21） 26.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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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数据 

总市值（百万元） 3,325.44 

流通市值（百万元） 1,316.19 

总股本（百万股） 126.44 

流通股本（百万股） 50.05 

12 个月价格区间 14.56/53.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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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表现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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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 3M 12M 

相对收益 4.28 -19.35 -10.00 

绝对收益 -9.56 -45.20 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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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买入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增持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5%至 15%； 

中性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5%至 15%； 

卖出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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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A utho rState me nt  

 分析师声明 

邹润芳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

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
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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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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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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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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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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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