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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 

当前股价(2020.3.24) 34.86 

目标价格 41.82 

基础数据（2020.3.24） 

上证指数 2722.44 

总股本（亿股） 4.00 

流通 A 股（亿股） 0.40 

资产负债率 18.64% 

ROE 13.94% 

PE（TTM） 102.08 

PB（LF） 14.23 

  

上市以来公司与沪深 300走势对比图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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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公司 3月 24日公告，2019营收 2.35亿元（+10.28%），归母净利润 1.37

亿元（+13.36%），毛利率 82.35%（+4.49pcts），净利率 58.26%（+13.75pcts）。 

➢ 投资要点： 

⚫ 航空航天碳纤维需求助力公司业绩稳定增长：公司 2019 年营收、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 10.28%和 13.36%。报告期内公司碳纤维及织物共实现销售 79.86吨，同

比增长 12.20%，主要得益于航空航天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快速发展。分产品

看，碳纤维、碳纤维织物收入分别为 1.78亿元（-5.73%）和 0.53亿（+127.22%）。

受需求增加影响，碳纤维织物收入占比逐渐提升。 

⚫ 规模效应促进单位成本降低，综合毛利率进一步提升：公司 2019年综合毛利率

为 82.35%（+4.49pcts），为历史最高，公司继续发挥产品技术壁垒优势，保持

毛利率维持高位。随着产量的提高，单位产品成本降低，叠加原材料丙烯腈采购

单价显著下降，2019 年公司毛利率水平进一步提升。分产品来看，碳纤维、碳

纤维织物毛利率分别为 81.81%（+2.01pcts）和 83.09%（+5.49pcts）。 

⚫ 一季度业绩预告预增，疫情下需求依然强劲：公司公布 2020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2,681.21 万元–3,046.83万元（+10%– +25%），我们认为疫

情之下一季度如此增幅，已经难能可贵，说明公司客户供货稳定且碳纤维产品需

求强劲。 

⚫ 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千吨级”扩建项目打破产能瓶颈：公司生产的高性能碳

纤维主要为 ZT7系列（高于 T700级）碳纤维，产能 100 吨，2019年度实际产量

90.61 吨，产能利用率 90.61%。2019 年，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金额为 3.44 亿

元，年内实际履行订单 2.24亿元，占订单总量的 65.15%，表现出公司高性能碳

纤维产品的供不应求。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开工建设“1000 吨/年”级碳纤维扩

建项目，总投资 5.52 亿元，预计在 2020 年 3 月末达到可使用状态。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高性能碳纤维产品的产能和工艺水平，可以生产 ZT7 系

列（高于 T700级）、ZT8系列（T800级）和试制 ZT9系列（T1000/T1100 级）碳

纤维，满足不同高端客户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届时将打破目产能瓶颈，打开公司

未来业绩成长空间。 

⚫ 依靠技术及新增产能，培育民用市场：目前，多数国内碳纤维复合材料企业通过

直接外购国外碳纤维生产民用级碳纤维复合材料，随着公司扩建项目的实施，未

来公司将依靠既有的技术先发优势，拓展中高端民用市场，完成高性能碳纤维国

产化。 

⚫ 投资建议：作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性能碳纤维及相关产品研发制

造商，公司成功打破发达国家对宇航级碳纤维的技术装备封锁，深度绑定军工供

应体系，随着航空航天产业的高速发展，公司业绩有望得到持续增长。同时新增

“千吨级”产能建成在即，将打破产能限制，未来市场空间或大幅增长，支撑民用 



  

 
2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中简科技（300777）公司点评报告] 

 

  
市场拓展，增厚盈利水平。我们预测公司 2020、2021、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 2.14亿元、3.06亿元、4.50亿元，EPS分别为 0.54 元、0.77元、1.13元，

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65.02 倍、45.52 倍、30.92 倍，考虑到公司未来的高

成长性，我们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 41.82元，分别对应 2020-2022年 78倍、

55倍、37倍 PE 

⚫ 风险提示：军品市场需求低于预期、新增产能投产不畅、原材料价格上涨。 

⚫ 盈利预测： 

单位:百万元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 212.60  234.45  342.93  524.00  801.11  

    增长率(%) 25.75% 10.28% 46.27% 52.80% 52.88%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20.54  136.60  214.46  306.33  450.96  

    增长率(%) 9.18% 13.33% 56.99% 42.84% 47.22% 

每股收益(EPS) 0.301  0.341  0.54  0.77  1.13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pWxXdWkUvZnNqNbR8QbRsQoOtRnNeRrRoNfQnPsM8OoPrNuOpMxONZoN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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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 1：公司近五年营业收入及增速情况 图 2：公司近五年归母净利润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 3：公司研发费用情况 图 4：公司近五年毛利率及净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 5：公司产品收入结构情况（亿元） 图 6：公司产品毛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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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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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我们设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评级如下： 

买入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超过综合指数增长水平，股价绝对值将会上涨。 

持有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与综合指数增长相若，股价绝对值通常会上涨。 

卖出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将低于综合指数增长水平，股价将不会上涨。 

 

我们设定的行业投资评级如下： 

增持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高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 

中性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相若。 

减持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低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 

 

我们所定义的综合指数，是指该股票所在交易市场的综合指数，如果是在深圳挂牌上市的，则以深圳综合

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参考基准，如果是在上海挂牌上市的，则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参考基准。而我

们所指的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是以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参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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