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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公司公告使用超募资金 1.86 亿元增资绵阳永贵电器有限公司，加码

开拓军工、通信领域的业务和市场拓展。加码军工、通信和新能源领

域，公司铁路内生外延发展+连接器应用多领域突破是公司成长性逻

辑进一步兑现，维持重点推介。 
 

报告摘要： 
 增资绵阳永贵，加码军工、通信和新能源。绵阳永贵是 11 年初公司

3000 万元投建的子公司，今年 7 月份已增资一次，本次再次增资 1.86
亿元扩大投资，加码军工军工、通信和新能源等领域，符合公司连接

器应用横向多元化扩张的战略规划；此次分别投资 1 亿元用于建设新

能源电动汽车连接器项目 15 条（年产 55 万套）和 8621 万元用于建

设 15 条连接器生产线（军工 5 条-25 万套连，通信 10 条-500 万套）。

 连接器大市场增速较好，公司乘势积极布局。据相关机构预测，中国

将成为连接器增长最快和容量最大的市场，过去 5 年中国连接器市场

CAGR（年复合增长率）为 27.2%，是领先全球快速增长的第四大连

接器市场，预计未来行业增速仍能够维持在 15%以上；公司加码扩张

的军工、通信和新能源市场，据相关机构测算，2009 年前后几块市

场规模分别在 80 亿、百亿和亿元级别；公司在三块领域已实现初步

布局突破，未来将会乘胜扩大市场，再造一个新“永贵”，其中军工

领域客户为 58 所、30 所、717 厂、6902 厂、714 所、海军后勤装备

部、机场、港口等，新能源汽车领域打入了比亚迪、南车时代、万向、

五洲龙、长安新能源、力帆、众泰、新大洋、通用五菱、东风小康、

华晨汽车等汽车供应体系，通信领域公司定向客户有华为、中兴、大

唐电信、烽火、美国 EATON、艾默生、JABIL、VOLEX 等。 
 预计 14-16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65、0.89 和 1.13 元，北京博得并表

后 15-16 年 EPS 为 1.03 和 1.31 元，公司军工、通信和新能源连接器

市场加速拓展，铁路内外业务比翼齐飞，带动业绩持续超预期可期，

维持 “买入”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224.65 300.28 396.84 486.79
增长率（%）  42.06 33.66% 32.16% 22.67%
归母净利润(百万)  65.08 100.89 132.74 158.79 
增长率（%）  24.35 55.03% 31.57% 19.62%
每股收益  0.64 0.66 0.87 1.04 
市盈率  36.24 38.13 28.98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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