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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 2017年中报点评：

新能源整车配套供应完成零

的突破 
冠城大通(600067.CH/人民币 7.61, 买入)发布 2017 年中期业绩报告：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48 亿元，同比增长 54.34%；受房地产项

目结算区域差异及转让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2.38%股权

获得投资收益等因素综合影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 亿

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1,393%。我们认为公司今年地产业绩的超预期释放，

体现了公司优质的地产资产储备布局，同时公司锂电池项目进展顺利，

PACK 线近期完成调试，电芯线即将于 9 月调试，预计 4 季度全面投产，同

时冠城瑞闽为扬州亚星客车申报的配套生产锰酸锂蓄电池，实现了公司的配

套产品在整车公告中零的突破。我们预计 18 年满产后贡献净利润 1.8-2 亿

元，近期显著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量超预期和积分制落地的催化剂，我们重

申买入评级。 

 

支撑评级的要点 

 “大南京”项目构成销售主力，新增常熟地块增加储备。2017 年 1-6 月，公

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9.49 万平方米，主要销售了南京冠城蓝郡项

目 5.2万平米和南通骏和棕榈湾项目 3.5万平米，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13.34 亿

元，同比减少 47.4%，销售均价 1.4 万元/平米，主要受到项目开发周期和部

分调控限售影响；公司期末未结算的预收账款 25.21 亿元，可结算资源仍然

充足。投资方面，公司上半年开复工面积总计约 69.1 万平方米，上半年公司

新增常熟地块，土地面积合计约 11.3万平方米，进 一步增加了公司土地储备。 

北京高毛利项目进入结算周期，净利大增兑现物业价值。报告期内公司房地

产业务实现结算面积 8.93 万平方米，主要结算北京百旺杏林湾 3.7万平米和

南通骏和棕榈湾 2.9万平米，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64 亿元，同比增长 81.21%；

实现净利润 6.82 亿元，同比增长 1,096%，其中海科建的北京项目实现结算面

积 3.67 万平方米，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39 亿元，结算均价 4.2万元/平米，

实现净利润 4.33 亿元，净利率高达 28%，兑现优质物业资产价值。 

新能源生产线调试完毕投产在即，整车配套产品完成零突破。公司控股子公

司冠城瑞闽加快锂电池项目的设备引进及安装调试工作。目前 Pack 自动生

产线已安装调试完成符合生产条件，电芯生产线预计将于 9 月底调试结束；

同时，公司锂电池产品销售及市场拓展工作也在逐步开展中，在工信部 7 月

发布的第 298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冠城瑞闽为扬州

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亚星牌纯电动城市客车配套生产锰酸锂蓄电

池，实现 了公司的配套产品在整车公告中零的突破。冠城瑞闽预计将于今年

四季度正式投产。上半年公司生产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的福建创鑫科技等公

司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07 万元。下半年公司将加快冠城瑞闽电芯生产线的

投产，以产品技术优势逐步打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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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冠城大通 2017 年上半年业绩摘要 

(人民币，百万) 2016年 1-6月 2017年 1-6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2,429 3,748 54.3 

营业成本 (2,000) (2,386) 19.4 

营业税 (126) (495) 292.2 

毛利润 303 867 186.2 

其他收入 (2) (10) 360.5 

销售费用 (69) (58) (16.6) 

管理费用 (110) (105) (4.3) 

营业利润 122 694 470.3 

投资收益 54 314 480.4 

财务费用 (80) (82) 2.1 

营业外收支 7 4 (33.6) 

税前利润 102 930 810.0 

所得税 (57) (279) 387.1 

少数股东权益 (11) (141) 1201.7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4 511 1392.6 

主要比率(%)   百分点增减 

含税毛利率 12.5 23.1 10.7 

经营利润率 5.0 18.5 13.5 

净利率 1.4 13.6 12.2 

资料来源：公司数据，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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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声明，未授权任何公众媒体或机构刊载或转发本研究报告。如有投资者于公众媒体看

到或从其它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对

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上涨 20%以上； 

谨慎买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上涨 10%-20%； 

持有：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在上下 10%区间内波动； 

卖出：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下降 10%以上； 

未有评级（NR）。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强于有关基准指数； 

中立：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基本与有关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弱于有关基准指数。 

 

有关基准指数包括：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以及沪深 300指数等。 

 



 

 

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分析师撰写并向特定客户发布。 

本报告发布的特定客户包括：1) 基金、保险、QFII、QDII 等能够充分理解证券研究报

告，具备专业信息处理能力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机构客户；2) 中银国际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其可参考使用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可能以本报告为基础，整合形成证券投资顾

问服务建议或产品，提供给接受其证券投资顾问服务的客户。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以任何方式或渠道向除上述特定客户外的公司个人客

户提供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个人客户从任何外部渠道获得本报告

的，亦不应直接依据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作出投资决策；需充分咨询证券投资顾问意

见，独立作出投资决策。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

损失等。 

本报告内含保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阁下作为收件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直接

或间接复制、派发或转发此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予任何其他人，或将此报告全部或

部分内容发表。如发现本研究报告被私自刊载或转发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将及时采取维权措施，追究有关媒体或者机构的责任。所有本报告内使用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或其附属及关联公司（统称“中银

国际集团”）的商标、服务标记、注册商标或注册服务标记。 

本报告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材料或内容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并未考虑到任

何特别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或特殊需要，不能成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

券或其它金融票据的要约或邀请，亦不构成任何合约或承诺的基础。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不能确保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产品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本报告的内

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阁下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中银国际集团的客

户。阁下收到或阅读本报告须在承诺购买任何报告中所指之投资产品之前，就该投

资产品的适合性，包括阁下的特殊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及其特别需要寻求阁下相关

投资顾问的意见。 

尽管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都是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证券分析师

从相信可靠的来源取得或达到，但撰写本报告的证券分析师或中银国际集团的任何

成员及其董事、高管、员工或其他任何个人（包括其关联方）都不能保证它们的准

确性或完整性。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银国际集团任何成员不

对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对其中所包含的或讨论的信

息或意见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阁下不应

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仅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撰写本报告时

的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中银国际集团成员可发布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

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有可能采取与本报告观点不同的投资策略。为免生疑问，

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中银国际集团成员的立场。 

本报告可能附载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本报告可能涉及到中银国际集团

本身网站以外的资料，中银国际集团未有参阅有关网站，也不对它们的内容负责。

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包括连接到中银国际集团网站的地址及超级链接）的目

的，纯粹为了阁下的方便及参考，连结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份。阁下

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基于现状，不构成任何保证，可随时更改，毋须

提前通知。本报告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保证任何投资或策略适用

于阁下个别情况。本报告不能作为阁下私人投资的建议。 

过往的表现不能被视作将来表现的指示或保证，也不能代表或对将来表现做出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保障。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预测只是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本报告

所载日期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中涉及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

可能出现上升或下跌。 

部分投资可能不会轻易变现，可能在出售或变现投资时存在难度。同样，阁下获得

有关投资的价值或风险的可靠信息也存在困难。本报告中包含或涉及的投资及服务

可能未必适合阁下。如上所述，阁下须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包括买卖本报告

涉及的任何证券，寻求阁下相关投资顾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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