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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铁总 2.8 亿铁路货车采购合同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显信心 

 北方创业（600967.SH） 

推荐  维持评级 

投资要点：   
 

1．事件 

2016 年 12 月 1 日公司公告，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订了《NX70A 型

铁路货车采购项目合同》。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向公司采购 750 辆 NX70A

型共用平车，合同总金额约 2.8 亿元，2017 年 4 月前完成全部车辆交付。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公告，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增持公司

股份约 583 万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71%。增持目的为基于对公司

目前价值认可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铁总 2.8 亿合同助力铁路货车业务持续改善 

2016 年 12 月 1 日，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北京签订了《NX70A 

型铁路货车采购项目合同》。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向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

公司采购 750 辆 NX70A 型共用平车，合同总金额 27922.50 万元整，

交货时间具体以“按月交付计划”为准，2017 年 4 月前完成全部车辆

交付。交付时按每列 50 辆编组发运至呼和浩特铁路局新贤城站。 

公司老业务铁路货车业绩有望迎来拐点。公司 2016 年前三季业绩亏

损 3242 万元了，亏损同比缩小 52.49%，其中第三季度单季业绩为盈利

592 万元，第二季度单季度业绩为盈利 873 万元，近两季度持续盈利。近

期 1.56 万辆铁路货车（国铁）招标，铁总 2.8 亿货车订单将助力公司民

品持续改善，公司全年业绩有望实现扭亏，预计明年铁路货车业绩向上。 

（二）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约 583 万股显信心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中兵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约 583 万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71%。增持目的为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认可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本次增持后，一机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约 1.94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23.62%，中兵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634 万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99%，一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兵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 2.1 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61%。 

（三）大股东内蒙一机集团 1-10 月利润增长 45% 

根据内蒙一机集团官方网站报道：1-10 月，一机集团整体经营继续

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销售合同、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实现小幅增长，利润

同比增幅较大，EVA 指标已提前完成目标，各项经营工作按计划有序推

进。累计签订销售合同 138 亿元，同比增长 11%；主营业务收入 96.8 亿

元，同比增长 0.2%；实现利润 3.9 亿元，同比增长 45.1%。 

我们看到，内蒙一机集团在包含民品情况下的利润已有 3.9 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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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数据 时间 2016.12.4 

A 股收盘价(元) 13.65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25.06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9.00 

上证指数 3243.84 

市净率 5.03 

总股本（亿股） 8.23 

实际流通 A 股（亿股） 8.23 

总市值(亿元) 112.32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1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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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幅增长 45%。公司今年 1-10 月新增订单 138 亿元，保障今明两年业绩增长。 

（四）股权+现金 70 亿收购装甲车辆、火炮等资产 

北方创业拟分别向一机集团、一机集团全资子公司北方机械控股购买资产，购买资产包括

一机集团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不包括大地石油 100%股权）和北方机械控股持有的

北方机械 100%股权。公司新增产品将涵盖装甲车辆和火炮等防务装备。 

一机集团承诺标的资产一机集团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 2016-2018 年的实际利润数分别

为 40095 万元、40547 万元和 42816 万元。北方机械控股承诺标的资产北方机械 2016-2018 年

的实际利润数分别为 730 万元、642 万元和 1796 万元。 

本次重组的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其中上市公司对一机集团发行股份

支付比例为 100%，向北方机械控股发行股份方式支付比例和现金支付比例分别为 85%和 15%。

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 9.71 元/股，锁定期为 36 个月。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额为 70.59 亿元，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7.19

亿股，此外现金支付金额为 7500 万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9.50 亿元。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1.89 亿股。其中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单位中兵投资、北方置业将参

与本次配套融资的认购，拟认购的配套融资金额合计不超过 50000 万元。本次增发底价为 10.33

元/股。 

本次收购的军品资产总定价为 70.6 亿元，按照 2015 年净利润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

产计算，本次收购 PE 为 17 倍，PB 为 2.1 倍。目前，本次交易已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五）注入装甲车辆和火炮等军品资产，有望成军工央企核心总装资产注入典范 

一机集团注入的标的资产是我国装甲车辆制造基地，先后研制生产了我国一代、二代和三

代履带装甲车辆，此外一机集团也是我国唯一 8×8 轮式装甲车辆生产研制基地，自建国以来

就始终承担着我国重点型号装甲车辆的研制任务，其军品国内销售客户主要是军方装备部门等

单位。 

北方机械是我国中口径火炮的科研、生产基地及综合性骨干军工企业，目前，北方机械在

中口径火炮科研生产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中口径系列火炮的市场份额位居国内第一，在中口径

轮式自行火炮方面属国内领先地位，相关产品在国际军贸市场亦受到广泛认可。 

我国正处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关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军民融合等政策不断出台，军工作为以国有

企业为主导的典型领域，面临巨大的改革和发展契机。2015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推进公司制股份制

改革，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

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 

本次交易为落实国家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和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政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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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根据兵器工业集团整体发展战略，以北方创业为上市平台，将一机集团军品业务注入北方

创业，以实现一机集团核心资产的整体上市。 

（六）募集配套资金 19.5 亿进行项目建设，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9.50 亿元，用于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

产业化建设项目、军贸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4X4 轻型战术车产业化建设项目、环保及新能

源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等多项军民品项目。 

通过募投项目建设，将有效提升公司军民品研发及制造能力和水平，满足军民品产业化

建设需要，打造专业化的军民品车辆装备平台，并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形成军民业务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互利双赢的发展模式。此外，募集资金中 8.57 亿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我们认为将改善标的资产和重组后公司的财务结构，按照 7%的资金成本计算，每年将节省财

务费用近 6000 万元。 

（七）兵器集团资本运作将提速，内蒙一机处龙头地位，公司有望持续受益 

2014 年兵器集团实现收入 4001.6 亿元。2015 年兵器集团经营业绩逆势上扬，实现利润总

额 119.5 亿元、同比增长 10.01% 

兵器集团大力推进“无禁区”改革，我们预计兵器集团未来将进一步加快资本运作。综合兵

器集团上市公司所在子集团的资产规模和质量、战略地位、军品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内蒙

一机处于兵器集团的龙头地位。 

目前兵器集团中，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江麓机电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产品包括部分装甲车辆，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火炮防务产品。我们认为未来北方创业不仅

仅是内蒙一机集团的资本运作平台，未来不排除也可能是兵器集团装甲车辆类相关资产的资

本运作平台，未来有望持续受益。 

3．投资建议 

考虑本次重组，预计 16-18 年备考业绩 4 亿元、6 亿元、8 亿元左右，我们假设按照 12.3

元（当前价格的 9 折以上）增发价计算，备考 EPS 为 0.24/0.35/0.47 元，备考 PE 为 57/39/29

倍；公司业绩具备上调潜力。公司在军工股中具备估值优势，如果未来兵器集团继续进行资

本运作，不排除公司估值和业绩双提升的可能性， 维持“推荐”。 

4．风险提示 

铁路货车订单增长持续性风险；海外出口风险；资兵器集团“无禁区”改革低于预期。 

可参考我们此前三篇深度报告： 

公司深度：《北方创业（600967）：受益铁道部改革；自备车、出口、防务业务驱动高增

长》 2013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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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深度：《军工行业：装甲车：“陆战之王”正迎来换装高峰期；持续重点推荐北方创业》 

2014 年 8 月 11 日 

行业深度：《军工行业：兵器集团资本运作将提速，看好北方创业、晋西车轴》 201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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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内蒙一机： 我国装甲车辆制造、唯一 8×8 轮式装甲车辆研制基地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是我国装甲车辆制造基地，先后研制生产了我国一代、二代和三代履

带装甲车辆，此外一机集团也是我国唯一 8×8 轮式装甲车辆生产研制基地。2015 年 9 月，一

机集团自主研制生产的履带装甲车辆和轮式装甲车辆均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接受了党和国家的检阅。 

附录 2：一机集团 1-10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6.8 亿元 利润 3.9 亿元 

1-10 月，一机集团整体经营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销售合同、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实现

小幅增长，利润同比增幅较大，EVA 指标已提前完成目标，各项经营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累计签订销售合同 138 亿元，同比增长 11%；主营业务收入 96.8 亿元，同比增长 0.2%；实

现利润 3.9 亿元，同比增长 45.1%，实现全员劳动生产率 13.9 万元/人，同比增长 14%。 

从各业务板块运营情况看：军品经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民品整体收入同比小幅增长，但

各板块发展有好有差、参差不齐；利润同比增长，但各板块贡献不均，成本费用率、“两金”

占用高位运行，经营性现金净流出，资金周转压力增大。 

现在距离年底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年生产经营已经进入了冲刺的关键阶段，集团公

司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保持充分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各经营单位要拿出切实可行、

针对性更强的措施，管理部门要加强服务和监管，帮助解决问题。当前，各单位要着力做好以

下三项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年度目标，同时也为明年的生产经营打下较好基础。 

一、以保质保量按期推进军品经营为抓手，充分发挥军品稳定器的作用。目前军品合同整

体签订情况较好，但从目前履约完成情况来看，还存在一定滞后，随着四季度军品生产任务上

量，包括 2017 年预投的增加，军品生产经营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运营管理部、采购部门和各

军品生产单位要进一步加快军品产出、办证、交付、回款效率，确保取得预期效果。 

二、以抢抓市场订单为着眼点，为公司全年乃至明年的持续稳健经营创造条件。1-10 月，

民品销售合同、收入同比实现小幅增长，部分主导民品也出现一些利好消息，但从今年可执行

的民品合同和明年延续订货情况来看，部分民品单位仍存在不小缺口。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

各经营单位要根据各自在行业中的优劣势及市场变化情况，采取措施、寻求突破，争取拿到更

多的订单，也为明年稳定经营创造条件。 

三、以严控“两金”占用、降本增效为落脚点，切实提升经济运行质量。一要坚决压降“两

金”占用。合理安排军品生产，加快军品“两金”周转效率，最大限度的缓解目前资金紧张压

力；加大民品“两金”管控力度，坚决执行以销定产的方针，严把入口关，防止超量生产。加

强风险评估，在合同签订前就对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防范，从源头控制风险。二要抓严做实降

本增效。以问题为导向，在重点和短板项目方面下功夫，特别是在集采、独采扩点、精益物流、

质量控制等项目上加大管理力度；大力推进政策资金争取，财税政策优惠等工作，深入研究国

家和地方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一带一路、军民融合、金融、财税、人才、电力交易、物流等

政策，主动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持续提高资金运营效益。 

附录 3：公司近三季度财务摘要，老业务拐点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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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司近两季度持续盈利：公司老业务业绩拐点渐显 

收入利润项目  2016 三季报 2016 中报 2016 一季报 

  营业收入 118,012.27  61,520.27  23,458.45  

    同比(%) 11.57  -26.84  -30.17  

  营业利润 -2,887.50  -3,428.06  -4,891.55  

    同比(%) 61.10  8.27  -70.95  

  利润总额 -2,806.49  -3,432.85  -4,883.72  

    同比(%) 58.64  -6.18  -105.60  

  净利润 -2,988.55  -3,716.21  -4,921.6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2.06  -3,839.28  -4,711.45  

    同比(%) 52.49  -29.75  -105.71  

  非经常性损益 29.70  1.85  10.42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71.76  -3,841.13  -4,721.87  

    同比(%) 55.56  -13.44  -74.6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附录 4：本次重组军品资产情况简介 

1、一机集团母公司军品主营业务 

一机集团母公司军品主营业务相关经营性资产包括第四分公司、第五分公司、第十分公司、

军品售后服务中心、物采配送中心、动力能源公司、维修安装公司等军品业务相关的分公司，

以及科研所、工艺研究所、计量检测中心等军品业务相关的职能部门。 

四分公司：是履带、轮式装甲车辆传动、行走、操纵三大系列零部件加工、产品热处理及

部件装配、试验的核心单位。 

五分公司：是履带、轮式装甲车辆总装总调及在线检测单位。 

十分公司：是以生产中、小铸钢件、铸铁件、各种不锈钢精密件为主的专业化铸造公司。 

物采配送中心：承担一机集团军品原辅材料及协作配套件的保供任务。 

军品售后服务中心：负责一机集团军品售后服务体系建立与完善、军品售后服务基础建设、

军品售后服务的管理与实施、军品整机交付与备件合同管理。 

动力能源公司：是一机集团动力、能源支撑保障单位。 维修安装公司：是一机集团设备

管理和精密数控保全单位。 

科研所：负责一机集团履带、轮式装甲车辆的研发、理论与基础研究、工程设计、科研试

验研究、科研样车总装、调试、试验任务、产学研合作与技术交流，同时还承担着一机集团军

品批量生产的技术服务工作。 

工艺研究所：负责一机集团工艺技术管理，制造技术研究，技术创新，工艺技术准备，技

术改造，标准化技术管理，外贸工程项目工艺技术管理，装甲防护研究，产学研结合管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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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究、推广、应用，生产现场技术服务，数字化制造研究等工作。 

计量检测中心：是一机集团检测、校准技术研究与保障机构，承担一机集团计量检测基础

技术研究及产品制造全流程计量检测技术解决方案的制定工作，同时负责计量检测专业技术对

产品制造全过程的技术状态及质量的监控职责。 

一机集团本次注入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主营业务涉及军品和石油机械两类。其中军品

为包括轮、履两大系列装甲车辆的研发与生产，相关资产具备军民品整机和核心零部件的设

计开发、工艺研究、计量检测、实验能力和以车辆传动、悬挂、动辅、大型精密结构件加工

和整机装配等为核心的一整套综合机械制造能力。 

表 2：本次拟注入一机集团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计  863,380.84 731,146.43 813,759.82 

负债合计  539,572.71 417,592.61 539,942.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808.13 313,553.82 273,817.62 

收入利润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83,915.94 893,635.69 649,478.16 

营业成本  164,751.40 806,442.63 581,566.84 

营业利润  11,964.66 39,813.50 24,612.13 

利润总额  12,009.37 42,785.36 27,472.56 

净利润  10,254.31 39,736.20 25,986.05 

主要财务指标  2016.3.31/2016 年 1-3 月 2015.12.31/2015 年度  2014.12.31/2014 年度  

资产负债率（%）  62.50 57.11 66.35 

毛利率（%）  10.42 9.76 10.46 

净资产收益率（%）  3.22 12.67 9.4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2、北方机械 

北方机械是我国中口径火炮的科研、生产基地及综合性骨干军工企业，北方机械的主要产

品为轮式自行火炮、履带式自行火炮、车载炮、牵引炮、舰船配套产品、礼炮等。 

北方机械近年生产的轮式自行火炮、履带式自行火炮等产品，性能优良，多次参加阅兵仪

式，接受党和国家的检阅。目前，北方机械在中口径火炮科研生产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中口

径系列火炮的市场份额位居国内第一，在中口径轮式自行火炮方面属国内领先地位。相关产

品在国际军贸市场亦受到广泛认可。 

表 3：北方机械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计  98,664.60 123,788.08  124,558.61  

负债合计  82,789.29 108,657.15  110,818.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875.31 15,130.93  13,740.33  

收入利润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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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3,635.34 82,840.47  79,837.16  

营业成本  21,448.32 73,413.95  70,770.34  

营业利润  573.80 1,490.60  977.61  

利润总额  937.54 1,628.80  1,605.16  

净利润  744.38 1,390.60  1,579.46  

主要财务指标  2016.3.31/2016 年 1-3 月 2015.12.31/2015 年度  2014.12.31/2014 年度  

资产负债率（%）  83.91 87.78  88.97  

毛利率（%）  9.25 11.38  11.36  

净资产收益率（%）  4.80 9.19  11.5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附录 5：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途介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9.50 亿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股份发行数

量不超过 188,770,571 股。其中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单位中兵投资、北方置业将参与本次配套融

资的认购，拟认购的配套融资金额合计不超过 50,000 万元，如按照调整后的 10.33 元/股的发

行底价计算，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48,402,710 股，确保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完成后兵器

工业集团关联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达到 50%以上。 

其中，中兵投资拟认购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如按照 10.33 元/股的发行底价

计算，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38,722,168 股；北方置业拟认购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如按照 10.33 元/股的发行底价计算，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9,680,542 股。 

 

表 4：本次配套资金用于军贸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4X4 轻型战术车产业化等建设项目 

方向 项目 实施单位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产业项目投资 

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  一机集团本次拟注入主体  23,100 

军贸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北方机械  14,337 

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一机集团本次拟注入主体  11,400 

节能减排改造项目  北方机械  1,960 

4X4 轻型战术车产业化建设项目  一机集团本次拟注入主体  7,700 

环保及新能源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  一机集团本次拟注入主体  15,440 

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  一机集团本次拟注入主体  28,000 

小计 101,937 

补充流动资金 85,563 

支付现金对价 7,500 

合计 195,0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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