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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导读： 

2019Q3 业绩预告略低于预期。公司在 A 客户量价齐升，华为、vivo 四季度也开始贡

献利润，新一轮高速成长即将到来。维持目标价 31.89 元，维持“增持”评级。 

投资要点： 

[Table_Summary]  2019Q3 业绩预告略低于预期，维持目标价 31.89 元，维持“增持”

评级。公司 2019Q3 业绩预告 1-9 月归母净利润 7100~8100 万，同比

下降 34.18%-24.91%，略低于预期。主要是因为今年新进入华为客户，

为其新开产线，资本开支较大导致。考虑公司在客户拓展进度和客户

手机销量，下调 2019 年营收 8.44 亿（-6.05%），归母净利润 1.22 亿

（-22.10%）；上调 2020、2021 年营收为 14.50 亿（+31.97%）、21.63

亿（+49.15%），归母净利润为 2.33 亿（+27.18%）、3.59 亿（+38.21%），

对应 EPS 0.48（-22.24%）、0.92（+28.25%）、1.43（+38.41%）元。

维持目标价 31.89 元，对应 2020 年 35 倍 PE，维持“增持”评级。 

 2019 年新进华为、vivo 客户，资本开支较大影响净利润。公司 2019Q3

单季度归母净利润 4300-5300 万元，同比下降 33.50%~18.04%，环比

改善明显（Q2 单季度同比-48.66%）。业绩下滑，主要是两个原因：

①A 客户老机型降价；②为华为等客户扩产，资本开支较大。 

 拐点将至，即将进入新一轮高速成长期。（1）公司 2019 年在 A 客户

份额、ASP 超预期（份额提升至 60%+），9 月 A 客户发布新机，预

计 Q4 收入大幅增加。（2）华为、vivo 为新进客户，目前份额 30%左

右；（3）5G 已至，公司在诺基亚、爱立信、华为 5G 基站进展顺利，

2020 年该领域将增厚业绩。（4）热管/VC/热模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5G 带来手机散热需求量价齐升，公司即将进入新一轮高速成长期。 

 催化剂：苹果销量超预期，公司切入新客户  

 风险提示：下游客户集中度高，导热材料竞争激烈 

  

[Table_Finance] 财务摘要（百万元） 2017A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收入 570 763 844 1,450 2,163 

(+/-)% 187% 34% 11% 72% 49% 

经营利润（EBIT） 113 170 140 271 412 

(+/-)% 270% 50% -18% 94% 52% 

净利润 82 141 122 233 359 

(+/-)% 123% 71% -14% 92% 54% 

每股净收益（元） 0.33 0.56 0.48 0.92 1.43 

每股股利（元） 0.02 0.02 0.02 0.02 0.03  

[Table_Profit] 利润率和估值指标 2017A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经营利润率(%) 19.9% 22.2% 16.6% 18.7% 19.0% 

市盈率 73.74 43.10 49.90 26.06 16.88 

股息率 (%) 0.1% 0.1% 0.1% 0.1% 0.1% 
 

[Table_Invest] 评级： 增持 
 上次评级： 增持 

目标价格： 31.89 

 上次预测： 31.89 

当前价格： 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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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

影响，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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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1.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以报告发布后的 12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

比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的 12个月内的

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

同期的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评级 

增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15%以上 

谨慎增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5%～15%之间 

中性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5%～5% 

减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下跌 5%以上 

2.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

（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

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明显强于沪深 300 指数 

中性 基本与沪深 300 指数持平 

减持 明显弱于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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