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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公司简评报告 通信设备 

通信网络市场逐步回暖，业

绩有望实现恢复增长 

 

事件 

5 月 23 日，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2019 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62.26 亿元，同比下降 0.67%，实现归母净利润 0.37

亿元，同比增长 165.57%；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9 亿元，同比下降 38.77%，实现归母净利润-0.45 亿元，同比

下降 275.48%。 

简评 

5 月 23 日，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 亿元，用于公司 5G 相关产业化

项目、泛在智能公共安全专网装备研发、信息技术服务基地建设

等项目，对公司把握 5G 商用化机遇、提升公司在公共安全通信、

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竞争能力具有推动作用，同时在当前业务处

于大规模投入期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务压力。 

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2.26 亿元，同比下降 0.67%，实

现归母净利润 0.37 亿元，同比增长 165.57%。其中，通信网络系

统业务收入 23.38 亿元，同比增长 0.92%；通信网络服务收入 17.33

亿元，同比下降 26.6%；智慧应用收入 12 亿元，同比增加 68.26%；

高端装备制造收入 9.55 亿元，同比增加 8.89%。2019 年公司销售

毛利率水平为 18.04%，较上一年同期提高 2.87 个百分点；期间

费用率为 14.21%，同比提高 1.97 个百分点。 

公司承接的首个 5G 规划项目已实现项目落地，ICT 业务成功

入围多省运营商市场。公司继续稳固电信运营商市场国内最大第

三方设计院地位，入围十余省运营商和广西东盟数据港的 ICT 合

作伙伴，中标中国移动集采项目 5 个标段；开拓泛在电力物联网

规划设计业务领域，承接国家电网在张家口等地 5G 试验网设计。

高可靠性 PCB 样板方面，承接订单维持较好增长势头，保持在细

分市场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特殊印制电路板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趋势，订单达到 5.5 亿元，同比增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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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股票价格绝对/相对市场表现（%）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3.51/-4.81 -26.89/-23.22 9.83/10.07 

12 月最高/最低价（元）  18.98/10.86 

总股本（万股）  57,115.72 

流通 A 股（万股）  51,266.22 

总市值（亿元）  78.59 

流通市值（亿元）  70.54 

近 3 月日均成交量（万）  1,384.31 

主要股东   

中电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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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国防军工】杰赛科技

(002544):中报业绩平稳增长，资本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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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道交通专网通信系统业内稳居国内第一。公司通信网络系统业务取得 12 条地铁通信系统集成中标业绩，

中标数量和中标金额全部为行业第一；中标公专电话系统项目 34 个，专用无线系统项目 21 个，均保持市场占

有率第一，其中自主产品 TETRA 数字集群系统取得 6 条线的项目中标。智慧行业应用业务聚焦水务、燃气等行

业，围绕核心技术研发自主产品、拓展新市场，进入山西智慧水务市场，承接山西呼延水厂二期设备（自动化

控制系统）采购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9 亿元，同比下降 38.77%，实现归母净利润-0.45 亿元，同比下降

275.48%。报告期内，公司订单同比增长 10.47%，但因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收入结算延后，业务收入确认

减少，同时疫情期间，公司固定成本难以下降，材料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及防疫成本等均有所增加，因

此导致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中电通信子集团后续资本运作高度可期 

2017 年 9 月 8 日，中电通信子集团完成注册，作为中国电科全资控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二级成员

单位管理。中电通信下辖中国电科七所、三十四所、三十九所、五十所及五十四所，统筹开展通信事业部相关

业务资产及资源的整合重组，并承担后续经营改革各项工作。杰赛科技作为中电通信未来资本运作的上市平台，

未来将根据国家对军工科研院所改革的政策以及集团战略，推进军工资产证券化工作。 

根据中电 54 所官网，中电通信子集团 2018 年的经营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 207.57 亿元，同比增长 4.3%；实

现利润总额 15.46 亿元，同比增长 19.38%。中电通信子集团的体量数倍于上市公司，杰赛科技作为中电通信唯

一的资本运作平台，优质资产注入高度可期。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业绩恢复稳健增长，中电通信资本运作值得期待，维持增持评级 

公司是国内资质种类齐全的信息网络建设服务提供商之一，主营业务有望持续稳定增长；公司作为中电通

信唯一资本运作平台，优质研究所资源注入高度可期。预计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50、

1.62、2.21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34.71%、225.78%、35.87%，相应 20 至 22 年 EPS 分别为 0.09、0.28、0.39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152、57、34 倍，维持增持评级。 

表 1：杰赛科技盈利预测表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亿元） 62.26 70.09 100.07 126.63 

同比（%） -0.67% 12.57% 42.78% 26.54% 

净利润（亿元） 0.37 0.50 1.62 2.21 

同比（%） 165.57% 34.71% 225.78% 35.87% 

EPS（元） 0.06 0.09 0.28 0.39 

P/E 204 152 47 34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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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介绍 
黎韬扬：北京大学硕士，军工行业首席分析师。2015-2017 年新财富军工行业第一名

团队核心成员，2015-2016 年水晶球军工行业第一名团队核心成员，2015-2016 年 Wind

军工行业第一名团队核心成员，2016 年保险资管最受欢迎分析师第一名团队核心成

员，2017 年保险资管最受欢迎分析师第二名，2017 年水晶球军工行业第二名，2017

年 Wind 军工行业第二名，2018 年新财富军工行业第五名，2018-2019 年水晶球军工行

业第四名，2018-2019 年 Wind 军工行业第一名，2019 年金牛奖最佳军工行业分析团队，

2019 年《财经》研究今榜行业盈利预测最准确分析师，2019 年新财富军工行业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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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投资评级标准  评级 说明 

报告中投资建议涉及的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 6

个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

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

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A 股市场以沪深

300指数作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为基准；

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作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涨幅 15％以上 

增持 相对涨幅 5%—15％ 

中性 相对涨幅-5%—5％之间 

减持 相对跌幅 5%—15％ 

卖出 相对跌幅 15％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涨幅 10%以上 

中性 相对涨幅-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跌幅 10%以上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i）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 结论不

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ii）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法律主体说明 

本报告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或其附属机构（以下合称“中信建投”）制作，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仅为本报告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提供。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署

名分析师所持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证书编号已披露在报告首页。 

本报告由中信建投（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在香港提供。本报告作者所持香港证监会牌照的中央编号已披露在报告首页。 

一般性声明 

本报告由中信建投制作。发送本报告不构成任何合同或承诺的基础，不因接收者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中信建投客户。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中信建投认为可靠的公开资料，但中信建投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观点、评

估和预测仅反映本报告出具日该分析师的判断，该等观点、评估和预测可能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有所变更，亦有可能因使用不同假设和

标准或者采用不同分析方法而与中信建投其他部门、人员口头或书面表达的意见不同或相反。本报告所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过往业绩

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报告中所含任何具有预测性质的内容皆基于相应的假设条件，而任何假设条件都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并影响实际投资收

益。中信建投不承诺、不保证本报告所含具有预测性质的内容必然得以实现。 

本报告内容的全部或部分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建议并未考虑报告接收人在财务状况、投资目的、风险偏好等方

面的具体情况，报告接收者应当独立评估本报告所含信息，基于自身投资目标、需求、市场机会、风险及其他因素自主做出决策并自行承

担投资风险。中信建投建议所有投资者应就任何潜在投资向其税务、会计或法律顾问咨询。不论报告接收者是否根据本报告做出投资决策，

中信建投都不对该等投资决策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亦不以任何形式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中信建投不对使用本报告所产生的

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承担责任。 

在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允许的范围内，中信建投可能持有并交易本报告中所提公司的股份或其他财产权益，也可能在过去 12 个月、目

前或者将来为本报告中所提公司提供或者争取为其提供投资银行、做市交易、财务顾问或其他金融服务。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署名分析师的观点，分析师的薪酬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都不会直接或间接与其所撰写报告中的具体观点相联系，分析师亦不会因

撰写本报告而获取不当利益。 

本报告为中信建投所有。未经中信建投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发布或引用本报告全部

或部分内容，亦不得从未经中信建投书面授权的任何机构、个人或其运营的媒体平台接收、翻版、复制或引用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版

权所有，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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