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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公司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公司被确定

为哈得油田油气生产物联网示范工程（数据采集与控制子系统）的中标单位。项目内容包括 9 座计量间、6

做配水间、以及 133 口单井井场的数据采集与监控子系统。合同总金额为 1,260.51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营

业收入的 3.73%。预计此项目为公司带来利润约 200 万元，增厚 EPS 约 0.02 元。我们研判本次中标表明中石

油反腐风暴之后包括《生产物联网》等项目在内重新开启，整个生产经营为之好转。 

 

我们主要观点：1）此次中标《生产物联网》项目表明公司大踏步进军生产物联网领域，且下游客户需求回

归正常；2）公司井口 RTU 产品市场占有率近 50%，今年产品需求增长稳定，预计同比增速在 20-30%；3）公

司业务主要产品是井口智能化设备，国内实现井口智能化监控的油气井比例约为 18%，大约 30 万口，对应总

空间大约超过 100 亿元，还有超过 80 亿空间需要做，后续需求空间巨大；4）公司依靠自身实力已经进入了

中间站、长输管线以及处理站 RTU 市场，这块主要和老外竞争，属于一片蓝海，公司对进口产品形成了替代，

随着中石油体系对公司产品的进一步认可，后续订单规模将快速增加；5）积极进入油田水处理的监测，循

环业务。未来积极拓展油气田水资源的环保业务，随着国家政策落实，业务逐步拓展开；6）积极进军天然

气井口 RTU 市场，预计 14 年底前完成 SIL-II 认证，成为国内第二家进入 SIL-II 认证企业，进入蓝海市场。

7）公司系统集成业务迎来快速发展期，公司依靠参股中石油宇澄公司、与油田设计院合作等方式，增强项

目获取能力，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8）积极进入城市污水排污监测和收费系统开发，在富阳地区采用刷卡排

污的模式得到在全省推广，预计收入从去年 1000 多万提升到 2000-3000 万元，增长迅速；9）未来积极进军

粮库监测，地质灾害，城市管网监测领域，打通 RTU 领用渠道；我们预计公司 2014-2016 年每股盈利分别为

0.72、0.98 和 1.33，对应动态 PE 分别为 54、40、和 29，维持公司的“强烈推荐”评级。 

点评： 

1. 进军《生产物联网》领域，下游客户需求恢复。 

塔里木油田作为中石油启动《生产物联网》项目中五大数字化建设试点单位之一，近年来在油气井口、中间

站等领域的数字化改造工程逐步推进。哈得油田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是塔里木油田近年来稳产增产的主要

支撑之一，已经连续 5 年年产量达 200 多万吨。近年来，哈得油田已经进入含水采油期，含油面积逐渐缩小

并呈现零散化态势。此次，对井口等设备进行远程数据采集及控制数字化改造，正是为了在降低油井运营成

本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采油效率。参照公司 2014 年 H1 主营业务盈利情况，预计公司订单毛利率在 30-40%

之间，预计整个项目为公司带来利润约 200 万元，增厚 EPS0.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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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物联网》带来近百亿油田数字化改造市场 

2013 年 1 月，中石油正式启动《生产物联网》项目，并确立了包括新疆油田、大庆油田、塔里木油田、西南

油气田和南方公司在内的五大油气田为数字化建设试点单位。同时，中石化旗下的胜利油田也开始逐渐加大

数字化系统的采购力度。 

表 1：中石油、中石化油田数字化进程   

 年代 重要事件 

 

中

石

油 

90 年代 新疆油田初步使用数字化系统 

2000 年 编制完成《中国石油“十五”信息技术总体规划》，启动全方位信息化建设 

2004 年 启动油气水井数据管理系统 

2010 年 启动采油与地面工程运行管理系统 

2013 年 启动《生产物联网》项目，确立新疆、大庆、塔里木、西南和南方公司油气田五大数字化建设试点单位 

中

石

化 

2001 年 按照“国际水准，中国国情，石化特色”的方针和定位，全面建设 ERP 系统 

2003 年 制定“数字胜利油田”规划并申请了国家 863 计划 

2010 年 胜利油田数字化中心正式投入运行并通过技术测试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现阶段我国内陆中石油、中石化及地方石油公司管理的大小油田 20 余个，全国内陆油田的油、气、水井总

量约 30 万口，同时每年增量近 2 万口。受地质条件影响，我国油气田总体呈现出单井产量低，井口数量多

的特点。进行数字化改造在确保生产安全、降低生产能耗及节约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整体来看，

我国油气水井的规模化、数字化建设仍处于发展初期，未来几年业务需求规模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以目前

我国油气水井数字化设备价格测算，预计存量市场改造空间在 80 亿元左右，同时，每年新增量需求在 5-8

亿元。 

3. 公司持续研发，进入高级系统市场 

油气开采领域数字化系统构成一般可分为井口、中间站、联合站的三级布控方式，目前，国内企业在井口市

场中已占有优势地位，公司井口 RTU 市场占有率接近 50%，而在中间站和联合站领域，与国外企业相比国内

图 1:主要油田产量和井口数量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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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还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作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公司已经实现了中间站领域的突破。同时，在管输数

字化控制领域公司产品也已成功应用于支线管输网络，实现了对于进口产品的替代。 

4. 积极参与石油系统混合所有制模式，攫取更大市场空间 

2014 年 3 月公司发布公告称计划出资 1,800 万元，与新疆能源集团、北京国联能源产业基金、新疆维吾尔石

油管理局等公司合资成立新疆宇澄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为新疆风城油田稠油开采提供蒸汽，预计公司将

持有新疆宇澄 3%的股份。 

我们研判公司参股新疆宇澄并非仅仅为了取得 3%投资收益，更多的是借此机会参与到新疆地区稠油开采过程

中的装备和数字化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总包项目。按照相关规划，新疆风城油田燃煤锅炉注气工程计划投资 40

亿元，共建设燃煤注气锅炉 26 座。其中，注汽锅炉、配套辅机和数字化监测控制系统等装备投资占比约为

35%。 

公司已经于 2014 年 5 月中标新疆风城油田燃煤锅炉注汽工程，注汽锅炉及配套辅机 4 套，总金额为 1.25 亿

元。这标志着公司稠油开采系统集成业务正式驶入快车道，随着该地区稠油开采规模的逐渐加大，未来稠油

系统集成业务有进一步拓展的巨大空间，仅新疆风城油田系统集成业务需求就打开 15 亿元需求空间，为公

司带来约 8000 万的净利润，极大拉升公司业绩弹性。 

5. 成功进入“刷卡排污”污水监控系统业务，拓展RTU跨领域应用 

为捋顺传统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13 年开始杭州地区开始试点刷卡排污的新模式，即建设工业污水处理中

心，统一对区域内的工业企业所产生的污水进行处理，并通过预存排污费用的方式进行支付。 

公司抓住“刷开排污”模式中对监测系统恶劣环境极高的反应能力及极低的传输丢包率要求，结合 RTU 监控

传输系统的特点，为污水处理中心提供污水在线监测、控制系统，该模式在杭州地区试点建设运营后客户反

应出色，远优于传统的基于工控机的有较高丢包率传输隐患的监测控制系统。 

进入 2014 年后，包括安徽、河北、天津等地区先后推出了刷开排污的试点地区和项目。凭借 2013 年为浙江

省内污水处理中心提供污水监测控制及数据传输系统的案例，依靠其良好的数据采集和传输能力，我们预计

公司在后续城市的“刷卡排污”项目中将获得较多市场份额。预计 2014 年公司工业污水监测系统收入仍将

保持 50%以上的增速，拉升公司的业绩。 

盈利预测： 

按公司现有股本计算，预计公司 2014-2016 年每股盈利分别为 0.72、0.98 和 1.33，对应动态 PE 分别为 54、

40、和 29，我们维持公司“强烈推荐”评级。 

投资建议： 

公司亮点：1）此次中标《生产物联网》项目表明公司大踏步进军生产物联网领域，且下游客户需求回归正

常；2）公司井口 RTU 产品市场占有率近 50%，今年产品需求增长稳定，预计同比增速在 20-30%；3）公司业

务主要产品是井口智能化设备，国内实现井口智能化监控的油气井比例约为 18%，大约 30 万口，对应总空间

大约超过 100 亿元，还有超过 80 亿空间需要做，后续需求空间巨大；4）公司依靠自身实力已经进入了中间

站、长输管线以及处理站 RTU 市场，这块主要和老外竞争，属于一片蓝海，公司对进口产品形成了替代，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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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石油体系对公司产品的进一步认可，后续订单规模将快速增加；5）积极进入油田水处理的监测，循环

业务。未来积极拓展油气田水资源的环保业务，随着国家政策落实，业务逐步拓展开；6）积极进军天然气

井口 RTU 市场，预计 14 年底前完成 SIL-II 认证，成为国内第二家进入 SIL-II 认证企业，进入蓝海市场。7）

公司系统集成业务迎来快速发展期，公司依靠参股中石油宇澄公司、与油田设计院合作等方式，增强项目获

取能力，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8）积极进入城市污水排污监测和收费系统开发，在富阳地区采用刷卡排污的

模式得到在全省推广，预计收入从去年 1000 多万提升到 2000-3000 万元，增长迅速；9）未来积极进军粮库

监测，地质灾害，城市管网监测领域，打通 RTU 领用渠道；我们预计公司 2014-2016 年每股盈利分别为 0.72、

0.98 和 1.33，对应动态 PE 分别为 54、40、和 29，维持公司的“强烈推荐”评级 

 

投资风险： 

1. 中石油数字化改造进程低于预期 

2. 系统集成业务收入确认时点延后 

表 2：盈利预测和估值 

项目   2012A 2013A 2014E 2015E 2016E 

主营收入（百万元） 259.80 337.79 480.50 696.00 941.00 

主营收入增长率 26.41% 30.02% 42.25% 44.85% 35.20% 

EBITDA（百万元） 60.73 75.17 93.96 123.63 168.76 

EBITDA增长率 20.56% 23.78% 24.99% 31.58% 36.50% 

净利润（百万元） 45.24 51.04 70.11 95.13 129.55 

净利润增长率 10.60% 12.82% 37.38% 35.68% 36.19% 

ROE 23.30% 20.93% 20.03% 22.58% 24.99% 

EPS（元） 1.036 1.169 0.721 0.978 1.332 

P/E 37.88 33.58 54.43 40.12 29.46 

P/B 8.83 7.03 10.90 9.06 7.36 

EV/EBITDA 28.72 24.39 41.84 32.46 24.26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 ，按照新股本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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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团队获得“水晶球”电力设备行业公募第七、私募第五名，带团队获金融界“慧眼识券商”(2013)分析师

擂台赛公用事业第三名，获 21 世纪网“金牌分析师”(2013)电力及新能源第八名(综合)，获 21 世纪网“金

牌分析师”电力及新能源第十名(准确度)；2014 年带团队获得第八届水晶球“最具特色研究机构”第三名、

第八届水晶球“中小盘”第五名、第八届水晶球“新能源”非公募类第三名、综合第五名、“电力设备”非

公募类第七名，带团队获得 Wind 第二届“看蚂蚁”(2014)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最佳研究团队第五名；主要覆

盖新能源产业中的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发电、循环经济与节能环保以及高端装备制造、军工及新材料等领

域，专业功底深厚，擅于从产业链精细梳理和新技术的深度剖析中挖掘具有潜在高成长性的优质一、二级市

场标的。  

何 昕 研究员  

经济学、国际商务管理双硕士，曾任职于东海证券。2014 年初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中小市值团队，2014 年



P6 
东兴证券中小市值精选点评报告 
安控科技（300370）：公司主业稳步发展，中标哈得油田项目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参与团队获得第八届水晶球“最具特色研究机构”第三名、第八届水晶球“中小盘”第五名、第八届水晶球

“新能源”非公募类第三名、综合第五名，参与团队获得 Wind 第二届“看蚂蚁”（2014）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最佳研究团队第五名。现专注于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研究。  

高 坤 研究员  

产业经济学硕士，2009 年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从事零售行业研究。现专注于中小市值零售及电子商务销

售领域研究。  

宋 凯 研究员  

中小市值研究员，制药工程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药物的有机合成。先后任职于天相投顾和中邮证券。2011 

年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从事医药行业研究。现专注于中小市值医药领域研究。  

孙玉姣 研究员 

南开大学理学学士、经济学硕士，资本市场从业 6 年。2008—2011 年在某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从事消费品行

业研究，2011 年底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研究领域涵盖军工、食品饮料、汽车、环保等行业。“理学+经济

学” 的复合学历背景、“买方+卖方”的双重从业背景，擅长从资产配置角度进行跨行业研究及个股挖掘，

精于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的把控，注重投资标的长期、中期与短期机会与风险的平衡。现专注于中小市值军

工领域的研究。  

汤 杰 研究员  

经济学（金融方向）学士，美国金融硕士，曾就职于美国研究机构 JG-Capital, 从事中概 TMT 行业研究。

2014 年初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现专注于 TMT 互联网行业研究。  

罗柏言 研究员  

经济学硕士，4 年工作经验，对宏观经济和主要行业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擅长自上而下发掘投资机会。2014 

年 2 月加盟东兴证券中小市值组，现专注于中小市值策略研究。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

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

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

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

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构。本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

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

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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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

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

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

相关服务。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东兴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和经本公司授权刊载机构的客户使用，

未经授权私自刊载研究报告的机构以及其阅读和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报告、防止被

误导，本公司不承担由于非授权机构私自刊发和非授权客户使用该报告所产生的

相关风险和责任。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    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    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    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    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    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    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