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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价格触底回升促设备更新需求释

放，上游设备商业绩回暖正当时 

 郑煤机（601717.SH） 

推荐   上调评级    
投资要点：   

 

1．事件 

煤炭价格从年初至今持续上涨，价格中枢已经整体上移，根据我们

近期的调研，上游设备商报表改善、订单释放都有迹象。我们认为在煤

矿去产能导致煤机行业萎缩洗牌的行业趋势或已接近尾声，煤炭机械有

望迎来一次周期回暖下的修复性板块投资机会。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煤价中枢见底回升驱动上游设备商报表修复 

1、煤价 2015Q4 见底，长协价达成促未来价格中枢站上新台阶 

煤价 5年下行趋势已经结束，新的价格平衡中枢有望维持在底部 50%

左右区域。2016 年 12 月 1 日举办的全国煤炭交易会上，兖矿、阳煤、潞

安、开滦、冀中等 12 家煤企相继与下游客户签订中长期购销协议，签

约量上电煤大概 1.02 亿吨，焦煤 0.55 亿吨。 

未来国内煤价将进入中长协时代，煤价有望站上在的价格中枢实现

均衡，相对较高的价格预期利于释放资本支出需求，利好上游设备商。 

 

2、上游设备商获益滞后，郑煤机 2016Q3 单季度业绩已现增长 

我们认为对于煤炭机械公司而言，报表改善一方面源自应收账款的

减少，应收下降释放的利润会增厚公司业绩；另外一方面，订单的同比

增加从而带来的销售提升将随之而来。 

2016Q3 郑煤机实现净利润 8592 万元，同比增长 708%；经营性现金

流同比由负转正，单季度达到 7668 万元。应收账款方面，2016Q3 应收

账款 39.45 亿元，近两年高点在 2015Q3 为 45.11 亿元，同比下滑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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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      时间 2016.12.2 

A 股收盘价(元) 6.86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17.52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11.72 

上证指数 3084.81 

市净率 1.15 

总股本（亿股） 16.21 

实际流通 A 股（亿股） 13.78 

总市值(亿元) 111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94 

  

 《行业周报——机械行业（第 47 周）：看好周

期回暖下传统机械修复性机会；关注近期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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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固定投资或将见底，需求主要来自设备更新置换 

从相关性来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滞后于煤价，煤价在 2011 年见顶，固定资产投资在 2012

年见顶；煤价 2015 年底见底后，煤炭投资有望在 2016 年见底。 

从逻辑上来看，价格与利润煤炭开采企业的利润正相关，固定资本支出落后于企业利润，

我们认为当前阶段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有望触底。 

 

但是考虑到煤炭去产能的政策大趋势，我们认为未来新增产能十分有限，固定资本支出主

要用于设备的更新换代。煤机“三机一架”生命周期约在 5-8 年，上一轮设备采购高峰期在

2010 年-2012 年，2016 年开始就存在部分设备更新需求，但是由于煤价低位导致更新需求尚

未释放，未来煤价新的价格中枢形成煤炭企业盈利水平有望维持，设备更新需求将逐步释放。 

（三）液压支架龙头，行业集中度提升，业绩反转潜力大 

公司主营业务为液压支架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是细分领域绝对龙头，过去 5

年行业持续萎缩，主要竞争对手美国 JOY 等已退出市场，公司产品市占率已经大幅提升处于

绝对龙头地位，毛利率可维持在 20%以上，产品竞争力强。未来行业更新需求释放，公司有

望充分受益。 

行业空间方面，根据我们的供需模型测算，预计 2016年煤炭固定资本投资理论需求约 3000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理论需求约 1000 亿左右（其中新增产能需求 400 亿元，更新需求约 600

亿元），但实际上煤炭开采企业近年来因煤价下行盈利下滑和去产能等因素导致更新需求被压

制，我们初步估算设备更新需求缺口超过一半（约 300 亿）。在煤价回暖预期下，假设未来三

年设备更新需求从目前的 50%提升至 80%，那么煤机行业市场空间增长超过 50%是大概率事

件。 

具体到液压支架，我们估计 2015 年液压支架的市场容量超过 50 亿元，按照 2011-2013 年

郑煤机液压支架销售收入 50-70 亿元，市场占比 25%-30%来推算，行业空间在高峰时可达到

150-200 亿元，按照产品生命周期来看更新需求，行业规模增长一倍恢复到 100 亿（与前面煤

机投资增速基本匹配）有较大希望，考虑到行业产能去化情况和公司产品的龙头地位，未来郑



  

 

公司研究报告/机械军工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煤机的液压支架业务有望超越行业增长幅度。 

（四）收购汽车零部件资产，打造第二主业 

公司拟以 22 亿元收购亚新科旗下 6 家零部件企业股（全部超过 50%控股），目前方案已

获证监会核准。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发动机零件及 NVH 业务，客户包括一汽集团、一汽大众、玉柴

集团、康明斯、中国重汽、潍柴动力等，2015 年 6 家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4.54 亿元，合计实现

归母净利润约 1.69 亿元。 

3．投资建议 
我们预计 2016-2018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5/1.9/2.4 亿元（不考虑增发收购），对应 EPS 

0.09/0.12/0.15 元，考虑增发 2016-2018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3/4.1/5.2 亿元，对应 EPS 

0.19/0.24/0.30 元，对应 PE36/28/22 倍，目前公司业绩处于周期底部，PB 仅 1.2 倍，我们认为

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上调评级至 “推荐”。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煤价大幅下滑、设备更新需求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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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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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