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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草案推出 

高铁装备民营龙头即将“扬帆起航” 

 春晖股份（000976.SZ） 

推荐  上调评级 
投资要点：   

 

1．事件 

公司公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 2700

万份，涉及的股票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69%，行权价格为 10.14 元。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推出 2700 万份股权激励，健全长效激励机制 

本次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 2700 万份，约占计划草案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69%，拟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0.14 元，

激励对象为董事长余炎祯等高管及核心骨干员工等，共计 15 人。激励计

划有效期为四年，股票期权在有效期内按 40%、30%、30%的比例分三期

行权。 

表 1：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 2017年公司净利润较2016年增长率不低于10%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 2018 年公司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率不低于 20%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 2019 年公司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率不低于 3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春晖股份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公司

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在市值 160 亿元左右做股权激励，且行权价 10.14 元，目前股价

现价 10.11 元。我们认为股权激励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一大“基石”，为未

来的“扬帆起航”做好了准备工作。 

（二）已收购香港通达，主营轨道交通设备 

公司 1-9 月份实现净利润 1.12 亿元，同比增长 1472%。主要是因为

合并报表香港通达所致。 

公司 2015 年 3 月 14 日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收购通达集团

持有香港通达 100%股权事宜，并于 2016 年 2 月 3 日起，将香港通达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香港通达作为投资控股型公司，下属三家全资子公司

（亚通达设备，亚通达制造，景航发展）。 

香港通达业务系在轨道交通领域为客户提供给水卫生系统、备用电

源系统和制动闸片等智能、节能、环保的解决方案，其产品和服务广泛

应用于高铁动车组、城际列车、地铁、普通客车等轨道交通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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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 时间 2016.12.19 

A 股收盘价(元) 10.11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11.96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7.27 

上证指数 3118.08 

市净率 4.41 

总股本（亿股） 15.96 

实际流通 A 股（亿股） 5.86 

总市值（亿元） 161.32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59.30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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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约 7000 万元并表香港通达，轨交设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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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显示，香港通达 2013-2014 年分别实现营收 6.95 亿元、12.30 亿元，实现净利分别为 1.46 亿元、2.69 亿

元，主营业务的毛利率较为理想。根据非公开发行方案，通达集团承诺目标公司香港通达 2015-2017 年扣非净利分别

不低于 3.12 亿元、3.9 亿元和 4.5 亿元。 

（三）受益于轨道交通行业快速发展，轨交装备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我国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轨道交通装备投资持续处于高位，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4-2015 年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 8088 亿元、8238 亿元，2016 年投资预计将超过 8000 亿元。2016 年，地方政府城轨地铁投

资有所提速。原有路线改造、新建投资增加，使得国内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中国机车整车企业参与海外竞争，带动国

外需求，轨道交通行业的持续景气保证了交通装备配套产品行业广阔的市场前景。 

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城轨地铁行业增速将显著高于国铁，未来中国轨交装备核心零部件企业将走向世界。核心零部

件进口替代仍有较大空间。类似汽车零部件行业的“走出去”，我们看好轨交核心零部件企业的海外收购。 

（四）战略收缩老业务（化纤产品），优化产品结构 

公司按照原拟定的经营计划，对化纤产品进行战略收缩，因环保原因暂停部分生产线，逐步淘汰市场前景差、经

济效益低的产品，公司不排除未来暂停更多化纤生产线的可能。化纤行业经过十多年的快速扩张，产能过剩状况严重，

结构性矛盾突出，行业竞争不断升级，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同时周边地区的产能亦在增加，使公司的产品受到了

冲击，形成了压力。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化纤业务实现营收 1.82 亿元，同比下降 46.70%，公司未来将从战略收缩、降

低成本、拓宽市场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化纤产品生产经营情况。 

3．投资建议 

预计公司 16-18 年 EPS 为 0.24/0.29/0.33 元，PE 为 42/35/31 倍。公司收购香港通达后，在轨道交通细分子行业处

于龙头地位，市场认识尚未充分。公司未来受益轨道交通装备行业较高景气度，股权激励奠定“扬帆起航”基础。我

们上调评级至“推荐”。 

4．风险提示 

轨交装备行业景气度下行，外延发展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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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王华君、贺泽安，机械与军工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

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

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

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

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覆盖股票范围： 

港股：中联重科（01157.HK）、广船国际（0317.HK）、中国南车（1766.HK）、中航科工

（2357.HK）等。 

A 股：威海广泰（002111.SZ）、海特高新（002023.SZ）、鼎汉技术（300011）、江南嘉捷

（601313）、中鼎股份（000887.SZ）、北方创业（600967.SH）、中航电子（600372.SH）、洪都

航空（600316.SH）、隆华节能（300263.SH）、南风股份（300004.SZ）、中航动力（600893.SH）、

三一重工（600031.SH）、中联重科（000157.SZ）、中国南车（601766.SH）、中国重工（601989.SH）、

上海机电（600835.SH）、中国卫星（600118.SH）、机器人（300024.SZ）、恒泰艾普（300257.SZ）、

新天科技（300259.SZ）、林州重机（002534.SZ）、潍柴重机（000880.SZ）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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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向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打算违反任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管辖区域

内的法律法规。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银河证券。未经银河证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

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或复印本报告。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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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银河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银河证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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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

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银河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银河证券无需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银河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银河证

券客户才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银河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所有在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除非另有说明，均为银河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银河证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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