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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保持快速增长 电池材料和智能

制造的布局日趋清晰 

 长园集团（600525.SH） 

推荐  维持 
投资要点：   
 

1．事件 

公司发布 2016 年年报，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8.48 亿元，同

比增长 4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0 亿元，同比

增长 32.5%。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智能工厂装备业务增长迅猛，占营收比重提

高至三分之一 
公司 2016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8.48 亿元，同比去年的 41.62

亿元增长了 16.86 亿元。在电动汽车相关材料、智能工厂装备、智

能电网设备三大业务板块中，增速最快的是智能工厂装备业务，增

速高达 219.7%。智能电网设备和电动汽车相关材料的收入增速则

分别为 17.4%和 8.9%。 

智能工厂装备业务的高速增长第一来源于和鹰科技从 16 年 8

月开始并表，贡献 6.17 亿元增量收入；第二是运泰利 2015 年从 8

月开始并表，而去年是全年并表；第三是运泰利的营业收入实现了

42.4%的增速，从 7.65 亿元增长至 10.96 亿元。将和鹰科技 16 年前

7 个月的营业收入加回后，公司智能工厂装备业务的收入占比已达

到三分之一。 

我们不考虑和鹰科技，并调整运泰利的并表期至 2015 年 1 月 1

日后，可得出剔除并表因素后，2016 年公司存量业务的实际收入

增速为 20%左右。 

电动汽车相关材料业务：热缩材料、电路保护、江苏华盛全年

共实现收入 14.97 亿元，同比增长 8.9%。毛利率降低 0.57 个百分

点。其中，长园电子（热缩材料）实现营业收入 7.61 亿元，同比

增长 8.5%，净利润实现 8354 万元，同比增长 33%。长园维安（电

路保护）实现营业收入 3.11 亿元，同比下滑 17.5%，实现净利润

4819 万元，同比增长 7.8%。江苏华盛实现营业收入 2.57 亿元，同

比增长 15.2%，实现净利润 6373 万元，增长 5.3%。新材料三个子

业务中，热缩材料和电解液添加剂的发展较好，而电路保护则出现

一定的下滑。 

电网设备业务：长园深瑞、长园电力、长园高能、长园共创全

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25.87 亿元，同比增长 17.4%，毛利率下降 2.01

个百分点。 

分子公司来看，长园深瑞共实现营业收入 14.28 亿元，同比增

长 22.4%，净利润 2.06 亿元，同比增长 9.0%。长园电力共实现营

业收入 5.56 亿元，同比增长 10.0%，净利润实现 3685 万元，同比

下滑 30.8%。长园共创共实现收入 2.97 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净利

润实现 4489 万元，同比小幅下滑 3.3%。电网设备主要子公司中，

长园深瑞表现较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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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装备业务：运泰利表现良好，全年共实现收入 10.96 亿元，收入增速高达 42.4%，

净利润 2.0 亿元，较大幅度超出了管理层 1.7 亿元的业绩承诺。和鹰科技第一年并表，经营也

较为出色，8 到 12 月的营收即高达 6.17 亿元，全年的营收预计在 8 到 10 亿元，同比 2015 年

的 4.8 亿元也有着接近翻倍的增速。 

（二）、虽带息负债较高，但 16 亿元的股权投资可逐步兑现收益 
期间费用方面，公司全年的期间费用率为 32.70%，较去年的 32.11%小幅上升了约 0.59 个

百分点。其中，销售费用率上升约 0.2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率上升 1.2 个百分点，二者上升的

原因是研发支出增加较多（从 2 亿元增长至 3.3 亿元）以及人员薪酬有所上调。财务费用率下

降达 0.84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公司汇兑收益同比增加了 2000 万元左右。投资收益方面，公

司 2016 年实现投资收益 0.6 亿元，较 15 年同期的 0.81 亿元减少较多，主要原因是 15 年公司

出售联建光电股权较多，而 16 年在手的联建光电和风华高科股权已经不多，因此出售带来的

收益也大幅减少，仅为 3054 万元（15 年同期为 6476 万元）。但权益法核算的收益同比增加近

1000 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了道元实业和金锂科技 2 家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 

资产负债表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公司带息负债大幅增加，15 年期末，公司带息负债只有

20 亿元左右的银行贷款，而 16 年期末，公司的银行贷款增至 30 亿元，同时还背负着 12 亿元

的公司债，带息负债已高达 42 亿元。但同时应该看到，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大幅上升至

16.43 亿元，所有者权益中的其他综合收益也从 0.4 亿元升至 12 亿元。这部分资产主要是坚瑞

沃能和星源材质的股权，将分别于今年的 9 月和 12 月解禁，届时公司可兑现收益并缓解财务

上的压力。 

（三）、智能制造和电池材料板块成熟，新的业务架构达成 
公司传统主业为热缩材料，2010 年到 2014 年通过外延式发展打造了电网设备和电路保护

2 个新的业务板块。自 2015 年开始，公司开始创立新的业务架构，一方面将新材料板块延伸

至电池材料，在电解液添加剂（江苏华盛）、隔膜（星源材质、湖南中锂）、正极材料（金锂科

技）等领域均做了布局，另一方面新设智能工厂装备板块，出巨资收购运泰利和和鹰科技 2

家优秀的智能装备企业。此外，原有的电网设备板块，公司也还在不断进行小规模投入，如报

告期内长园深瑞收购了四川川电电力咨询有限公司，搭建了 EPC 总包的能力。目前，公司新

的 3 大业务板块已经成型，未来一方面将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继续挑选

优质标的进行布局。 

3．投资建议 
自 2014 年以来，电解液添加剂、智能装备等新业务的业绩占比不断替升。2016 年，运泰

利、和鹰科技、江苏华盛的净利润之和接近 4 亿元，已经超过公司总净利润的一半。伴随未来

股权问题的解决，公司的估值水平有较大上行空间，预计公司 2017、2018 年 EPS 分别为 0.70、

0.85 元，维持推荐评级。 

4．风险提示 
股权问题持续压制公司估值；财务负担过于沉重，现金流周转出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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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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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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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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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证券分析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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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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