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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大额订单，助营收业绩持续高速增长 
 

投资事项： 

[Table_Summary] 公司拟中标喀什市乡村视频、卡口监控及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体系项

目，拟中标金额 3.22 亿元。 

报告摘要： 

积极布局南疆地区安防建设，3.22 亿大额订单持续助力公司营收业绩

高速增长。公司作为本地优质安防集成公司，积极布局本土尤其是南

疆地区安防项目建设。公司以注册资本 2000 万在喀什地区设立全资子

公司，加大对喀什及南疆其他地区的项目投入力度。公司本次预中标

喀什市乡村视频、卡口监控及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体系项目，中标金

额达到 3.22 亿元，接近公司 2016 年业绩快报披露公司营业总收入，

该订单将助力公司 2017 年营收业绩持续高速增长。 

南疆地区是新疆维稳的关键区域，视频布局将向乡村进一步渗透。新

疆安防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对于安防建设的投入也将是长

期持续性工作。南疆地区是新疆地区维稳的关键，在核心区域摄像头

密度提升的同时，摄像头铺设范围将向乡村下沉，像本次公司中标的

乡村视频类项目将越来越多，未来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视频监控安防

建设将迎来新的高峰期。公司作为重要的本土安防企业，同时积极布

局南疆地区安防建设，将受益于这一建设趋势。 

借助二级市场融资渠道，获取大额订单能力持续增强。公司安防集成

工程项目客户多为政府部门，需要相关企业具有较强的垫资能力。公

司依靠二级市场融资渠道，将极大地提升垫资能力，为公司未来获取

更大额度的订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公司有望借助 PPP 模式参与到

未来更多地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中，助力公司营收业绩持续高速增长。 

 

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16/2017/2018 年 EPS 0.46/0.55/0.91 元，对应

PE115.20/96.35/58.23 倍，维持“买入” 评级。 

风险提示:  政策变化风险、订单季度波动性。 

  
 

[Table_Finance]  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249  278  362  569  934  

(+/-)% -18.52% 11.48% 30.56% 57.09% 64.08%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6  26  35  56  93  

(+/-)% -54.95% 58.03% 35.10% 60.66% 64.60% 

每股收益（元） 0.21  0.34  0.46  0.55  0.91  

市盈率 205.43  129.99  115.20  96.35 58.23 

市净率 16.88  14.94  12.93  11.04  9.00  

净资产收益率 (%) 8.22% 11.49% 13.44% 13.81% 18.53% 

股息收益率 (%) 0.00% 0.00% 0.00% 0.00% 0.00% 

总股本 (百万股 ) 77  77  77  10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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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rket] 股票数据 2017/3/17 

收盘价（元） 52.99 

12 个月股价区间（元） 5.46～55.98 

总市值（百万元） 5,431 

总股本（百万股） 103 

A股（百万股） 103 

B股 /H 股（百万股） 0/0 

日均成交量（百万股） 12 

 

[Table_PicQuote] 历史收益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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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183% 0% 0% 

相对收益 183% -3% -10%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立昂技术（300603）：受益区域发展机会，

营收业绩超预期增长》 2017-3-13 

《立昂技术（300603）：卡位通信网络建设，

切入新疆安防基建》 201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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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闻学臣：计算机与互联网团队组长，3年计算机行业研究经验，2年传统企业互联网转

型咨询经验，互联网金融千人会联合创始人，2015、2016年新财富、水晶球团队成员，

2015年加入东北证券。  

郁琦：南开大学本硕，2年计算机、互联网研究经验，专注地理信息、云计算、共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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