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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 

增持 

（维持） 

当前价：15.69 元 

目标价：17.00 元 

 
 
 
 

事项： 

宁波华翔修正 2014 年业绩预告，预计 2014 年净利润为 4.8 亿元 – 5.8 亿元，同比增

长 40% - 70%，原业绩预告为同比增长 70% - 100%。 

 

点评： 

公司 2014 年业绩增速调降至 40% - 70%，低于市场预期。公司修正 2014 年业绩预测

为 4.8 亿元 – 5.8 亿元，同比增长 40% - 70%，低于此前三季报预告的 70% - 100%增长。

按照该业绩预测，2014 年四季度净利润仅 3395 万元 – 13691 万元，同比下降 66.7% - 增

长 25.2%，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公司业绩下调，主要是由于四季度德国子公司新产品量产后，

废品率居高不下，导致出现较大亏损，预计四季度德国子公司亏损约 1000 万欧元。 

海外扭亏需要时间，预计一季度业绩承压。公司为了扭转海外业务的被动情况，已经解

聘德国子公司的原有管理团队，并从中国外派总经理和相关技术人员。考虑人员磨合尚需时

间，为了避免主机厂停线，完成产品交付，预计一季度德国子公司仍将产生较高费用。同时，

2014 年一季度业绩基数较高（净利润 1.1 亿元），预计一季度业绩将为负增长，短期业绩承

压。 

国内业务较为稳定，有望保持 20%左右的较快增长。公司国内主要客户包括上海大众、

一汽大众、华晨宝马、上海汽车、一汽丰田等主流整车企业，而且公司还是大众、宝马在华

的核心供应商。依托下游优质的客户资源，成熟的管理体系，预计公司内外饰件、金属冲压

件等传统业务在国内有望保持 20%左右的较快增长。 

汽车电子、轻量化是公司的重要发展战略，将是长期看点。公司轻量化业务主要涉及碳

纤维、金属件领域的热成型技术应用，以及铝加工工艺等。公司股东华翔集团旗下的北方刻

印公司，为特斯拉供应全套的铝饰条，是特斯拉的一级供应商，将有助公司的技术引进和客

户储备。汽车电子方面，公司与 HELBAKO 合资成立上海哈尔巴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主

要产品为油路控制模块。预计未来公司有望通过并购、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快

汽车电子业务的发展。 

风险因素：下游主要客户市场地位下降，导致需求不达预期；海外业务持续亏损；汽车

电子、轻量化等战略推进进度低于预期等。 

盈利预测、估值及投资评级：考虑公司海外业务亏损超预期，下调公司 2014/15/16 年

EPS 预测为 1.00/1.15/1.40 元（2013 年 EPS 为 0.65 元，原 2014/15/16 年 EPS 为

1.20/1.56/1.96 元）。当前价 15.69 元，分别对应 2014/15/16 年 16/14/11 倍 PE。考虑公司

当前估值仍处于可比公司的低位，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 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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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宁波华翔（002048.SZ）盈利预测 

项目/年度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元) 5,600  7,292  9,115  10,938  13,125  

 增长率 YoY% 52.07  30.22  25.00  20.00  20.00  

净利润(百万元) 251  343  528  611  743  

 增长率 YoY% (11.79) 36.91  53.89  15.68  21.62  

毛利率% 18.98  20.55  20.95  20.60  20.90  

每股收益(元) 0.47  0.65  1.00  1.15  1.40  

每股净资产（元） 5.03  6.42  7.12  7.60  8.24  

市盈率 PE 33  24  16  14  11  

市净率 PB 3.1  2.4  2.2  2.1  1.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注：股价为 2015 年 1 月 28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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