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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行业触底回升促业绩释放 

土地价值重估大幅提升公司价值 

 中集集团（601717.SH） 

推荐   首次覆盖    
投资要点：   

 

1．事件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集海工拟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

者国投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拟对 CIMC 
Offshore 增资人民币 10 亿等值美元，交易完成后持有中集海工 15%股权。

今年来集装箱价格大幅上涨，公司业绩有望触底回升，我们认为集

装箱行业明年有望迎来量价齐升，公司将充分受益。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国内海工装备龙头未来有望受益油价提升 

公司是中国领先的高端海洋工程装备总包建造商之一，在国际海洋

工程市场中参与全球竞争。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由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及工信部牵头发起成立的产业基金，重点投资先进制造业、传统产业

升级和产业布局的重大项目，本项目是基金投资的首个海工装备项目，

将有助于公司海工业务在高端海工装备研发设计和总装建造，以及带动

核心装备国产化上实现新的突破。 

受此前油价持续大跌、海工装备需求压制的影响，2016 年中集海工

业务预计仍然处于低位，未来假如油价持续上涨将提升公司海工业务盈

利水平，油价中枢的上移幅度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二）集装箱行业触底反弹驱动公司盈利大幅回升 

BDI 指数从年初底部至今大幅回暖涨幅达到约 300%，景气度大幅回

暖，与此同时干散货箱价格也同步上涨，预计公司明年集装箱业务有望

迎来量价齐升。 

干散货箱价格已经从今年年初的 1200 美元/TEU 涨到 1600 美元

/TEU，根据调研，明年一季度的价格可达到 1800 美元/TEU 左右。销量

方面，今年初预计集装箱行业全年销量大概为 100 万 TEU，目前来看可

能会在 150-160 万 TEU 的水平。 

干散货集装箱基本为存量市场，需求源自更新换代，行业存量约 3000
万 TEU，每年更新率 3%-5%，行业需求波动较大，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

行业处于底部，未来半年保持高景气度概率较高。  

库存来看，目前是全行业存箱量的低点，只有约 40 万 TEU 左右，

高的时候库存可以达到 100 多万 TEU，正常均衡情况约在 60 万 TEU，补

库存空间约 50%。 

盈利水平来看，正常情况下毛利率约 12-15%，今年大概只有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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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      时间 2016.12.7 

A 股收盘价(元) 15.35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23.14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12.39 

上证指数 3222.24 

市净率 1.64 

总股本（亿股） 29.79 

实际流通 A 股（亿股） 12.61 

总市值(亿元) 369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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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招标、军工板块重启》       2016-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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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年量价回升，公司集装箱业务有望触底反转。假设公司明年市占率达到 50%，净

利率提升到 10%，公司集装箱板块有望实现 10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三）道路运输车辆业务稳健增长，预计 2017 年有望延续 

车辆业务总体处于稳中有升过程，公司前几年也对资产和业务做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梳理和

整合：北美市场整体比较好，已有两家工厂；欧洲市场的布局取得显著突破：上半年收购了一

家行业内领先的英国企业，在波兰已有组装工厂；新兴市场由于基数低，增速也比较明显；国

内市场则受宏观经济影响，业务基本维持原有水平。 

预计 2016 年，公司的道路车辆业务有 10-15%的增长，全年实现 140 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收

入。 

（四）前海 50 万平土地价值有望重估，土地开发价值潜力大 

目前，公司可梳理的闲置工业及物流仓储土地大概为 5000 亩，主要用于物流地产发展用

途。开发模式包括（1）直接出售土地权益；（2）引入战略合作者进行项目合作。土地开发资

金的渠道，主要包括公司自有资金、融资、引入战略合作者等。 

公司在深圳前海、蛇口太子湾、坪山以及上海宝山等一线城市拥有若干地块。其中，前海

土地约 52 万平米占地面积，预计可开发物业约 150 万平米建筑面积。初步计划土地用途主要

是商用、写字楼、酒店，少部分用作公寓。公司正在与深圳市政府部门就框架协议的核心内容

协商，将由政府与公司根据比例分享土地转性后带来的收益。参考该片区目前市面价格，按照

25000 元/平米的地面价测算，公司该块土地获得的权益收益或将达到 150 亿元。 

除前海以外，目前正在协调的重点地块包括：（1）深圳太子湾，占地面积约 4 万平米，建

筑面积 20 万平米，计划修建高层商住楼；（2）上海宝山：约 53 万平米建筑面积，将采取定向

招拍挂的方式取得土地开发权，可能用作商业、商务、产业园、住宅、办公等综合项目；（3）

深圳坪山：约 80 万平米，建筑面积 240 万平方米，未来计划开发生命健康产业园，包括办公、

住宅、产业用地等。 

未来土地价值的重估有望大幅提升公司价值。 

3．投资建议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集装箱、道路运输车辆、能源、化工及液态食品装备、海洋工程及物流

服务业务等业务。2016 年由于计提因素影响了利润，在集装箱行业触底回升的背景下，公司

业绩有望在 2017 年反转，预计 2017 年有望实现 20 亿元利润，对应 PE 约为 18 倍。目前公司

业绩处于行业底部，同时公司土地价值重估潜力大，我们认为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 

首次覆盖给予 “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集装箱量价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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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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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