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_Industry]

证券研究报告/公司点评

国电南瑞（600406）/电气设备

信通与集成发力，业绩超预期

[Table_Title]
评级：增持（维持）

[Table_Finance]
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

市场价格：23.14

指标

分析师：苏晨
执业证书编号：S0740519050003
Email：suchen@r.qlzq.com.cn

研究助理：张哲源
Email：zhangzy@r.qlzq.com.cn

营业收入（百万元）
增长率 yoy%
净利润
增长率 yoy%
每股收益（元）
每股现金流量
净资产收益率
P/E
PEG
P/B

2020 年 08 月 29 日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8,540.37
17.95%
4,162.07
28.44%
0.90
-0.24

32,423.59
13.61%
4,343.07
4.35%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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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股价取自 2020 年 8 月 28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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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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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本(百万股)
市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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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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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 2020 年中报：营收 121.54 亿元，同比增长 11.15%，归母净利润
13.77 亿元，同比增长 14.59%，扣非归母净利润 12.72 亿元，同比增长
14.24%，EPS 为 0.30 元，同比增长 15.38%，毛利率为 27.47%，同比下降
0.05pct；净利率为 12.19%，同比提升 0.47pct。单二季度实现营收 82.80 亿
元，同比增长 15.27%，实现归母净利润 13.01 亿元，同比增长 15.65%，实
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2.22 亿元，同比增长 14.63%。经营超市场预期。
二季度经营显著回暖，支撑上半年实现两位数正增长。由于疫情影响公司
及电网复工复产及项目进度，Q1 公司营收及业绩有小幅下滑，但表现显著
优于行业。Q2 以来电网加速推进复工复产及项目进程，公司统筹推进稳经
营、强技术、拓市场、促改革等工作，Q2 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5.27%/15.65%，经营显著复苏，支撑上半年营收及业绩取得两位数正增长。
集成、信通、发电及水利环保业务增速较高，整体毛利率稳定。2020H1
公司电网自动化及工业控制、电力自动化信息通信、继电保护及柔性输电、
发 电 及 水 利 环 保 、 集 成 及 其 他 业 务 营 收 占 比 分 别 为
56.5%/17.8%/11.6%/7.5%/6.3%，其中，集成及其他业务大幅增长 103.01%，
原因为能设备租赁业务快速增长；电力自动化信息通信增长 35.04%，原因
为信息化投资高增且公司领导地位稳固；发电及水利环保业务增长
39.39%，原因为行业转型升级。2020H1 整体毛利率保持稳定，其中继保及
柔直毛利率大幅提升 6.67pct，发电及水利环保毛利率下滑 6.60pct。
2020H1 新签订单较快增长，信通及电网自动化订单增速较高，充沛订单支
撑营收及业绩稳健增长。根据公司公告，2020H1 公司整体新签订单实现较
快增长，通信业务、电网自动化及工控订单增速较高，发电水利环保新签
订单持平，继保及柔直订单由于特高压直流项目招标较少导致新签订单有
所下滑。2019 年末公司在手订单接近 400 亿，上半年新签订单实现较快增
长，饱满订单降支撑业绩持续高增。
数字新基建发力，特高压招标开启在即。特高压为“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
国网 3 月 14 日指出全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 1811 亿元，超市场预期；
根据国网相关规划，三季度特高压直流项目有望开启，预计公司特高压订
单落地在即。国网 6 月 15 日发布 “数字新基建”十大重点建设任务，投资
规模为 247 亿元，聚焦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
领域，信息化建设有望再迎投资高峰；公司在 2019 年国网信息化设备与服
务招标项目中份额超过 40%，将充分受益。
投资建议：公司为电网智能化与信息化龙头，电工装备产业体系完备，研
发创新实力领先。2020 年电网投资预计稳健增长，特高压投资超预期，数
字新基建驱动信息化投资高增，公司将充分受益。考虑到公司在手订单充
沛，上半年信通、集成等板块新签订单高增，我们调整了盈利预测，预计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将分别为 51.2/61.0/70.8 亿元（前值为 50.6/60.5/70.5
亿元）
，EPS 分别为 1.11/1.32/1.53 元（前值为 1.09/1.31/1.51 元），对应 2020
年 8 月 28 日收盘价 PE 分别为 20.9/17.5/15.1 倍，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电网投资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特高压建设不及预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公司点评

内容目录
事件 ..................................................................................................................... - 3 Q2 经营显著回暖 支撑 H1 两位数增长 ............................................................... - 3 集成及信通业务高增长 2020H1 新签订单继续扩张 ........................................... - 6 数字新基建发力 特高压招标开启在即 ................................................................ - 8 投资建议 .............................................................................................................. - 9 风险提示 .............................................................................................................. - 9 -

-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公司点评

事件


公司发布 2020 年中报：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121.54 亿元，同比增长
11.15%，实现归母净利润 13.77 亿元，同比增长 14.59%，实现扣非归
母净利润 12.72 亿元，同比增长 14.24%，EPS 为 0.30 元，同比增长
15.38%，毛利率为 27.47%，同比下降 0.05pct；净利率为 12.19%，同
比提升 0.47pct。
其中，
单二季度实现营收 82.80 亿元，
同比增长 15.27%，
实现归母净利润 13.01 亿元，同比增长 15.65%，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2.22 亿元，同比增长 14.63%。经营超市场预期。

图表 1：公司 2020H1 关键数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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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母净利润（亿元）

环比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Q2 经营显著回暖 支撑 H1 两位数增长


二季度经营显著回暖，支撑上半年实现两位数正增长。由于疫情影响公
司及电网复工复产及部分项目进度，一季度公司营收及业绩有小幅下滑，
但表现显著好于行业。二季度以来，电网加速推进复工复产及项目进程，
公司统筹推进稳经营、强技术、拓市场、促改革等工作，单二季度营收
同比增长 15.27%，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5.65%，经营显著复苏，支撑
上半年营收及业绩取得两位数正增长。上半年公司毛利率及净利率分别
变动-0.05%/0.47%，盈利能力保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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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20H1 公司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图表 3：2020H1 公司毛利率及净利率分别同比变动

1.26%/1.49%

+1.7pct/-0.7pct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4：2020Q2 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15.27%

图表 5：2020Q2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5.65%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2020H1 期间费用率小幅下降，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定。公司 2020H1 管
理费用（含研发费用）
、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分别为 6.27/11.18/-0.20 亿
元 ， 分 别 同 比 变 动 -9.81%/+8.57%/-330.20% ， 费 用 率 分 别 为
5.16%/9.19%/-0.16%，期间费用率为 14.19%，同比下降 0.99pct；其
中销售费用下降预计由于疫情影响业务开展，财务费用大幅下滑由于汇
率波动产生汇兑收益增加。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规模为
595.00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4.97%，同比提升 0.09pct，资产负债率保
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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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020H1 期间费用率小幅下降

图表 7：2020H1 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定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研发投入占比维持 6%-7%，经营现金流波动较大。2020H1 公司研发投
入金额为 7.64 亿元，同比增加 21.20%，研发投入占比为 6.29%，近年
来保持在 6%-7%的较高水平。2020H1 公司经营现金流净额为-6.96 亿
元，同比下降 833%，波动较大主要由于采购支付现金增加。

图表 8：2020H1 研发投入占比为 2.83%

图表 9：2020H1 经营现金流净额保持健康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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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及信通业务高增长 2020H1 新签订单继续扩张



集成、信通、发电及水利环保业务增速较高，电网自动化及工控、继保
及柔直业务保持稳定。2020 年上半年公司收入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电
网自动化及工业控制、电力自动化信息通信、继电保护及柔性输电、发
电 及 水 利 环 保 、 集 成 及 其 他 业 务 营 收 占 比 分 别 为
56.5%/17.8%/11.6%/7.5%/6.3%，其中集成及其他、电力自动化信息通
信、发电及水利环保业务增速较高，分别达 103.01%/35.04%/39.39%，
营收占比有所提升；电网自动化及工业控制、继电保护及柔性输电业务
基本保持稳定。上半年集成及其他业务板块收入增速较高原因为节能设
备租赁业务快速增长；信通、发电及水利环保业务板块收入增速较高原
因为行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投资增长。

图表 10：2020H1 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

图表 11：2020H1 信通、集成业务增速较高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整体毛利率保持稳定，继保及柔直业务毛利率大幅提升。毛利率方面，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27.34%，同比小幅下降 0.02pct，保
持稳定。其中，继保及柔直业务毛利率大幅提升 6.67pct，原因为柔性输
电相关项目项目技术含量高导致盈利能力提升；发电及水利环保业务毛
利率下滑 6.60pct，原因为低毛利项目占比较高；其余业务毛利率基本保
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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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2020H1 公司整体毛利率保持稳定

图表 13：2020H1 继保及柔直毛利率提升幅度较大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2020H1 新签订单较快增长，信通及电网自动化订单增速较高，充沛订
单支撑营收及业绩稳健增长。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为
398.32 亿元，同比增长 20.33%。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优化营销服务
资源配置和各产业市场布局，根据公司公告，上半年公司整体新签订单
实现较快增长，其中通信业务板块、电网自动化及工控板块订单增速较
高，发电水利环保新签订单持平，而继保及柔直板块订单由于特高压直
流项目招标较少导致新签订单有所下滑。2019 年末公司在手订单接近
400 亿，上半年新签订单实现较快增长，饱满订单降支撑业绩持续高增。

图表 14：2019 年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达 398.32 亿元（金额：亿元）

来源：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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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基建发力 特高压招标开启在即


特高压规划超预期，直流项目招标有望开启。国家电网官网明确特高压
为“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并于 3 月 14 日指出全年特高压建设项目
投资规模 1811 亿元，超市场预期。预计 2020 年将核准 7 条、有望开工
8 条特高压线路，2020 年预计最少将进行 2 直 5 交共 7 条线路主设备招
标，我们预计核心设备招标规模有望达 250 亿元（数据来源及具体测算
过程详见 2020 年 3 月 12 日外发报告《特高压规划超预期，供应链迎来
拐点》）
。公司在设备价值量较大的换流阀、直流控制保护系统等环节份
额领先，考虑到 1-1.5 年的收入确认周期，2020 年起公司特高压业务板
块有望迎来收入与业绩弹性高峰。根据国网相关规划，三季度以白鹤滩浙江、白鹤滩-江苏为代表的特高压直流项目有望开启，我们预计公司特
高压订单落地在即。

图表 15：2019-2025 年招标线路及核心设备招标金额测算

来源：国网电子商务平台，能源局，
《2020 年重点电网项目前期工作计划通知》，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具体测算过程详见 2020 年 3 月 12 日外发报告《特高压规划超预期，供应链迎来拐点》



信息化建设高峰重启，龙头企业将充分受益。国网 6 月 15 日在京举行
“数字新基建”重点建设任务发布会暨云签约仪式，面向社会各界发布
“数字新基建”十大重点建设任务，并与华为、阿里、腾讯、百度等合
作伙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20 年国网“数字新基建”投资规模为 247
亿元，聚焦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领域，以
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为重点，预计拉动社会投
资约 1000 亿元，较 2019 年泛在专项投资规模取得翻倍增长，国网再迎
信息化建设高峰。2019 年国家电网信息化设备与服务招标项目中，公司
整体份额在 40%以上，凸显信息化龙头地位，显著受益于信息化建设高
峰，下半年公司信通业务订单有望延续高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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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国网信息化招标格局总览：国电南瑞综合份额第一 （2019 年）

来源：国网电子商务平台，中泰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


公司为电网智能化与信息化龙头，电工装备产业体系完备，研发创新实
力领先。2020 年电网投资预计稳健增长，特高压投资超预期，数字新基
建驱动信息化投资高增，公司将充分受益。考虑到公司在手订单充沛，
上半年信通、集成等板块新签订单高增，我们调整了盈利预测，预计
2020-2022 年 归 母 净 利 润 将 分 别 为 51.2/61.0/70.8 亿 元 （ 前 值 为
50.6/60.5/70.5 亿 元 ）， EPS 分 别 为 1.11/1.32/1.53 元 （ 前 值 为
1.09/1.31/1.51 元），对应 2020 年 8 月 28 日收盘价 PE 分别为
20.9/17.5/15.1 倍，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


电网投资额不及预期。
电网投资受国网盈利能力与宏观经济大环境影响，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形
势错综复杂，宏观指标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同时，电网售电价格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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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面临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从而导致国家电网投资能力收缩，进一
步影响各环节主流公司的订单。


特高压投资不及预期。
目前多条线路尚未核准，仍处于前期项目准备阶段，若后续核准及开工
进程推进不及预期，则会影响特高压投资额与供应商订单落地情况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电网行业设备招标市场化程度有提升趋势，如果未来参与者增加、新产
品及相关技术技术更新换代周期缩短，市场竞争可能加剧。

图表 2：公司财务预测（金额：百万元，股价取自 2020 年 8 月 28 日收盘价）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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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评级

行业评级

评级

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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