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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Info] [Table_Title]  

德赛西威(002920)   

—年报业绩符合预期，加快智能车联新布局  

  投资评级 增持 评级调整 评级不变 收盘价 38.23 元  

 

[Table_Summary] 事件： 

公司2017年年报发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0.10亿元，同比增长5.85%，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实现 6.16 亿元，同比增长 8.46%。拟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 3 元。 

结论： 

营收增速符合预期，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2017 年报显示，公司总营收

达 60.10 亿元，同比增长 5.85%,不及近四年 47.31%的复合增速；公司

归母净利润虽然同比增长 8.46%，然而 ROE 从 46%降到 16%,同比降低

达 30%。公司营业收入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 2017 年车辆购臵税税率

由 5%变为 7.5%，政策优惠力度下降导致乘用车市场增速放缓，公司大

客户的销量增速在这一背景下也出现下滑，由 80%降至 1.4%，进而导致

公司总营收增速放缓。其中，车载娱乐系统（708 元）、车载信息系统（1599

元）、车载空调控制器（200 元）、驾驶信息显示系统（211 元）分别占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54.98%、27.02%%、8.96%、5.57%，同

比增速分别为 10.35%、-6.87%、6.81%、13.5%,车载信息系统营收增

速下滑是受到车市景气度下滑影响，去年全国汽车销量增速同比回落

10.6%；单价同比变化 13.09%、2.83%、-10.91%、5.50%，车载空

调控制器单价有所下滑，然而较小的营收占比对公司影响有限；车载娱乐

系统单价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一汽大众显示屏由原来 5 寸屏改为 6.5 寸

屏，而汽车消费升级会又将会扩大对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的需求，产品量价

齐升未来可期。公司 ROE 降低过快高达 30%主要是受到公司资产负债率

的降低影响。2017 年公司资产负债率由 72%下降到 40%，一是得益于

公司筹资能力增强，公司去年 12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18 亿元扩充

了权益资本，进而降低了资产负债率；二是因为公司财务状况得到改善，

负债从 2016 年的 32 亿元减少到 25 亿元，同比减少 21.93%，主要是

流动负债同比减少 33%引起。双重因素的叠加使得负债减少的同时资产

合计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使得 ROE 降低。 

财务预测： 

[Table_Profit]   2017 2018E 2019E 2020E 

营业收入（百万元） 6,010.30 6,876.26 8,109.51 9,628.48 

营业收入增长率 5.85% 14.41% 17.93% 18.73% 

净利润（百万元） 616.44 705.68 852.15 1,058.62 

净利润增长率 4.43% 14.48% 20.76% 24.23% 

EPS（元） 1.37 1.28 1.55 1.92 

ROE 16.57% 16.56% 16.86% 17.45% 

P/E 36.15 29.11 24.25 19.65 

P/B 5.78 4.79 4.03 3.40 

EV/EBITDA 21.75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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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布局智能车联驾驶，技术研发实力持续增强。公司及早切入无人驾驶领域，从 2009

年提前布局智能驾驶辅助系统（ADAS），ADAS 系统目前主要由国外厂商垄断,德赛西威

或将是国内首家能独立提供 ADAS 系统的公司。公司开发出新一代 2D/3D 驾驶辅助系

统并成功实现量产，具备 360 度环视倒车、自动泊车、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多项驾

驶智能。2017 年公司车载娱乐信息系统和车载空调控制器合计出货超过 800 万台，保

持稳定增长。2017 年公司成立车联网事业单元公司将完成从单纯产品到融合产品及服务

的商业模式的转变。同时，2014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30.37%，研发设计费用占管理费用的比重从 72.39%稳步增加到 76.04%，远超其他同

行；四大研发中心以及新加坡自动驾驶团队的成立确保了公司技术优势得以保持。 

开拓优质客户和新业务，巨头科技合作推动转型升级。公司加快推进“本土全球化战略”，

开拓沃尔沃、东风日产、比亚迪等新客户，获得了马自达新平台项目、沃尔沃全球项目、

德国大众的新项目定点，与新能源车企未来汽车、车和家、国能汽车的合作项目稳步推

进。这都将保证公司作为国内汽车电子行业龙头地位。公司成为百度开源系统 Apollo 生

态首批成员，与百度在自动驾驶涉及的 Dueros、高精地图与自定位等进行联合开发，共

同打造支撑自动驾驶的专用计算平台量产产品；公司与腾讯密切合作汽车智能化项目，

腾讯将全方位支持德赛西威具备云端、大数据处理和 AI 智能、智能出行等信息娱乐服务

能力，这将促进公司由汽车电子硬件制造商向软硬一体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对此，我们预计公司未来三年营业收入由于订单充足将带动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公司新

产能未来投入使用将带动公司获得新收益，突破产能瓶颈，使毛利率提升。对此我们预

计 EPS 1.28、1.55、1.92；对应 PE 29.11、24.25、19.65。 

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可能在未来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和财务

风险等，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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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投资评级体系： 

 
(1) 公司评级定义 

二级市场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5-20%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介于上证指数±5%之间 

卖出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劣于上证指数 5%以上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

具本报告。本人承诺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本报告清晰准确

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并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Z23834000），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以下业务资质：证券经

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关信

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

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

的行为。 

 

一般性声明 

本报告仅供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

户。若国元证券以外的金融机构或任何第三方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

本报告不构成国元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国元证券及其员工亦不为上述

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之客户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载述的内容引起的直接或连带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

分析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投资建议或要

约邀请。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

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

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免责条款： 

本报告是为特定客户和其他专业人士提供的参考资料。文中所有内容均代表个人观点。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的准确可

靠，但并不对报告内容及所引用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本公司不会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

法律责任。本报告版权归国元证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复印、转发或向特定读者群以外的人士传阅，如需引用或转载

本报告，务必与本公司研究中心联系。  网址:www.gyzq.com.cn 

(2) 行业评级定义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赢

上证指数 10%以上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与上证

指数持平在正负 10%以内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输

上证指数 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