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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车合并预案出炉，整合共拓海外

市场 
 

事项 

12 月 30 日，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公告合并预案，中国南车将以 1.1:1 的比例

置换中国北车 A+H 股，合并后名称初定为“中国中车”。 

主要观点 

1. 合并预案概要： 

 合并方案：技术上采取中国南车吸收合并中国北车的方式进行合并。 

 合并定价依据：南北车 A+H 股拟采用统一比例换股，具体换股比例为 1：

1:1，参考价为：中国南车（5.63/A 股、7.32/H 股）、中国北车（6.19/A 股、

8.05/H 股）。 

 合并目的：南北车拟通过合并提升国际化、增强协同性、拓展多元化。 

2. 南北车估值远低于国际巨头，后续估值有望提升。 

 海外企业估值水平稳定在 15-20 倍之间，南北车业务增速高于竞争对手,

伴随一路一带推进市场前景广阔，后续估值有望提升。 

图表1. 南北车与国际轨交巨头公司估值比较 

 
市值（亿元） 股价（元） PE 

西门子 6375.62 723.05 16.51 

川崎重工 496.44 28.18 20.62 

庞巴迪 375.12 21.34 15.11 

阿尔斯通 653.67 211.29 101.8 

南北车 1592 - 13-14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整理 

3. 中国轨交装备出口市场空间广阔。 

 近期参与或拟参与的高铁项目投资额超万亿。南北车合并将整合资源，增

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目前已经与 28 个国家洽谈轨交方案，合并后企业将形成合力参与全球竞

争。 

4. 随着“一路一带”战略的推进，全球在建及规划高铁项目超 7.5 万公里，

受益资金优势，我国轨交产业链有望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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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data] 推荐公司及评级 

公司名称及代码 评级 

601299.SH 中国北车 强推 

601766.SH 中国南车 强推 

300351.SZ 永贵电器 推荐 

600495.SH 晋西车轴 推荐 

603111.SH 康尼机电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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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出海持续推进，中欧陆海快线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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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国际化：高铁出海，激浪环球大潮》 

2014-12-11 

《合并方向初步明确，南北车整合利大于

弊》 2014-12-03 

《拟与印方合建高铁，彰显国际竞争实力》 

2014-11-24 

《墨西哥项目或重新招标,政治意味更浓》 

2014-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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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伴随车辆出口及车辆后市场维修需求提升，零部件企业市场空间巨大，且合并后由于定

价模式不变，产品利润保持稳定。 

6. 看好轨交产业链整车及核心零部件公司，推荐南北车、永贵电器、晋西车轴、康尼机电、

海达股份等。 

风险提示 

国内铁路设备投资放缓； 

海外出口政治风险、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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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 -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分析师声明 

每位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师在此作以下声明： 

分析师撰写本报告是基于可靠的已公开信息，准确表述了分析师的个人观点；分析师在本报告中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发表的任何

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券或发行人的看法和判断；分析师对任何其他券商发布的所有可能存在雷同的研究报告不负

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可能责任。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

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履行披露义务。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本公司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报告所载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不构成对所涉及证

券的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状况。本文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预期收入可能会波动。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

发表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华创证券研究”，且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请您务必对盈亏风险有清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进行证券交易。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总部深圳分部上海分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6 号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1 号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 

恒奥中心 C 座 3A 时代金融大厦 6 楼 A 单元新天国际大厦 22 楼 A 座 

邮编：100033                         邮编：518038                             邮编：200122 

传真：010-66500801                   传真：0755-82027731                       传真：021-50583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