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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制造Ⅱ

营收保持高速增长，连接器
龙头业绩稳健
事件
2 月 27 日，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 78.16
亿元，同比增长 22.86%；实现归母净利润 9.53 亿元，同比增长
15.56%；每股净收益 1.22，同比增长 15.58%。

简评
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净利润增长较高。2 月 27 日，公司发布
业绩快报，2018 年公司防务板块增长稳定，民品领域通讯、新能
源汽车均高速增长，特别是通讯板块的国际业务增长显著。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16 亿元，同比增长 22.86%；实现归母净
利润 9.53 亿元，同比增长 15.56%；每股净收益 1.22，同比增长
15.58%。净利润低于营收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结构出现变化，
低毛利率的民品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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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端连接器市场国内龙头，清晰战略助推公司向国际巨头发展
公司中高端连接器市场国内龙头，未来三年将保持较高增长水平。军品方面，公司在部分领域占据相对垄
断地位，受益订单释放增速加快，预计 2019 年-2020 年增速有望达到 15%-20%。
民品方面，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品结构契合下游产业发展方向，未来 3 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中航光电是
国内较早切入新能源汽车连接器领域的龙头企业，目前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公司第二大民品业务。产品主要以高
压连接器为主，具有较强研发能力。在补贴退坡政策引导下，新能源汽车产品结构将向高能源密度倾斜，契合
公司产品结构，且公司发行可转债进一步扩大新能源汽车产品产能。我们预计公司 2019 年-2021 年新能源汽车
业务增速将达到 25%。
轨道交通领域，基础建设投资重回高位，公司轨道交通业务高增长可期。未来我国轨道交通业基础建设投
资有望维持高位，同时随着高铁动车整车国产化率的不断提高，预计未来 3 年公司轨道交通连接器等元器件的
复合增速或将达到 20%。
通讯领域，提前研发储备 5G 技术，或将在 2020 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公司积极布局 5G 产业链，在高速背
板领域的研发有所突破。近两年海外通讯市场高速增长一定程度上熨平通讯领域的周期性，预计今明两年公司
通讯板块业务维持平稳，2020 年或将进入 5G 快速增长期。
发展战略清晰体制机制灵活，或将助推公司成为国际巨头。公司研发投入处于同行业较高水平，为公司持
续发展带来不竭动力；明确了全球化发展方向，不断拓展公司发展地理边界；体制机制较为灵活，积极外延并
购迅速壮大规模；加大产能建设投入，为公司发展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向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发展，提高公
司利润水平。

盈利预测：国内中高端连接器龙头，战略清晰体制灵活或将成为未来的国际巨头
我们认为，公司主要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契合下游产业增长方向，市场空间增长强劲。公司作为国内
高端连接器龙头公司，将充分受益于产业集中度提高和国产替代。此外，公司发展战略符合行业发展方向，将
为公司发展带来强劲动力。预计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9.53 亿元、11.32 亿元、13.63 元，同
比增长分别为 15.56%、18.76%、20.42%，相应 18 年至 20 年 EPS 分别为 1.22、1.43、1.72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34.20 倍、29.16 倍、14.21 倍，维持买入评级。
表 1：中航光电盈利预测表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营业收入（亿元）

63.62

78.16

93.37

112.57

同比（%）

8.66%

22.86%

19.46%

20.56%

8.25

9.53

11.32

13.63

12.48%

15.56%

18.76%

20.42%

EPS（元）

1.04

1.22

1.43

1.72

P/E

40.12

34.20

29.16

24.21

净利润（亿元）
同比（%）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PE 对应 2019 年 2 月 27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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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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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和/或修改。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且本文作者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注册的证券分析师，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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