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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香港)研究部

电话：(852) 3769 6888

(86) 755-2151 6067

电邮：liming@gyzq.com.hk

投资要点: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结构及装饰件：

华众车载是国内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主要提供内外结构及装饰零件、

空调机外壳等。同时，公司也为制造部门生产模具及工具，具备生产复

杂或大型汽车车身零件所用模具及工具的能力。公司总部位于宁波，并

在长春、宁波、上海、重庆、烟台等地设有十六间厂房。此外，公司于

2012 年在德国收购了一间模具工厂，强化及提升集团的模具生产技术并

拓展海外市场。

扩大制造业规模，以高科技新材料为重点：

随着汽车行业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对轻量化的需求逐渐增强。为了

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值，公司积极寻求新材料和新科技，提升产品的盈

利能力和客户认可度。公司将在轻量化材料的运用方面大力发展“以塑

代钢”新材料。未来五年，公司将积极推广华众以塑代钢产品和经验，

并和客户联合开发新车型，建立行业标准，引领零部件行业向轻量化、

节能环保新材料发展。

积极布局车联网业务：

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公司积极布局车联网产品，其中包括 Tbox

通讯盒、车载导航仪、车联网后台等。从进展来看，目前公司车联网业

务的主要产品是 T-BOX，每个售价约为 400 元左右。 已经与国内一家新

能源汽车生产商签订订单，预计 2017-2020 年合计供应近 50 万套产品。

公司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完成布局汽车电子领域，包括车联网软硬件及无

人驾驶，采取的方式包括兼并收购加自主开发的形式。

维护现有合资客户，拓展自主品牌客户群：

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全球知名主机厂，长期的重要客户有一汽大众、长安

福特、上汽通用、英纳法、上海大众、北京奔驰、沃尔沃合资品牌。5

月 16 日,公司公告称与一位现有客户签订了价值 14.7 亿元的新订单,执

行周期为 3-11 年，2018 年开始供货。此外，公司的客户群体还加入了

吉利汽车、通用五菱、广汽、北京汽车等自主品牌，其中吉利汽车最大，

预计 2017-2018 年,吉利汽车有望成为公司第四大主要客户,占比有望达

到 10%-15%。

总结及建议：

2016 年，公司收入增长平稳，但由于毛利率改善以及工厂效率提升，使

得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在德国及长春的工厂过去

每年都有较大亏损，经过整合和加强管理，目前亏损额大幅降低甚至有

望盈利，提升了整体运营效率和利润增长弹性。从未来看，公司在新材

料和新工艺方面的布局已见成效，客户结构更加多元化，车联网的进展

也较为神速。根据公司五年规划，预计未来五年年均收入增速有望达到

15%，净利润增速有望达到 20%，建议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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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提供结构及装饰件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华众车载是国内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主要提供内外结构及装饰零件（如前后保险杠、、
前端框架、仪表板、ABCD 柱、进气格栅及门槛装饰板）、空调机外壳等。同时，公司

也为制造部门生产模具及工具，具备生产复杂或大型汽车车身零件所用模具及工具的
能力。除了汽车相关产品外，公司也生产汽船发动机顶盖及办公椅零件等其他产品。

公司总部位于宁波，并在长春、宁波、上海、重庆、烟台等地设有十六间厂房。此外，
公司于 2012 年在德国收购了一间模具工厂，强化及提升集团的模具生产技术并拓展海

外市场。

过往业绩 2016 年，公司录得营业收入 17.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3%。期内毛利率为 27.5%，
同比增长 3.3 个百分点。费用率方面，销售费用率和行政费用率同比分别增长 1 个百

分点和 0.6 个百分点。期内，公司录得归属股东的净利润 1.05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51.2%。

图表 1：华众车载历年收入及净利润（人民币 百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国元证券（香港）

图表 2：华众车载主要业务收入占比（人民币 百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国元证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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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制造业规模 以高科技新材料为重点

轻量化产品-以塑
代钢

随着汽车行业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对轻量化的需求逐渐增强。为了提高公司产品
的附加值，公司积极寻求新材料和新科技，提升产品的盈利能力和客户认可度。首先，

公司将在轻量化材料的运用方面大力发展“以塑代钢”新材料。“以塑代钢”即以塑
料为主的新材料替代传统钢材作为车身零部件的主要原材料。以塑代钢的产品可以达

到和钢材相同的硬度，同时可使得产品重量降低至原重量的四分之一至八分之一，从
而实现汽车轻量化的目标，减少汽车燃料消耗。此外，塑料制品在工艺和安装流程上

也能为公司降低大概 30%左右的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以塑代钢-前端框
架

公司目前主打以塑代钢产品为前端框架和底护板。在前端框架方面，公司是自主品牌-
吉利汽车、北汽银翔、戴姆勒比亚迪、众泰汽车、广汽传祺等车企的首家以塑代钢供

应商，从产品的数据造型、CAE 分析和试验全部由华众独立研发完成。同时，公司是
合资品牌-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奥迪、长安福特等前端框架以塑代钢的供应商，主要

为配套客户开发模式。

以塑代钢-底护板 在底护板方面，公司在以塑代钢的新材料运用中走在行业前列。集团已经投资 3000
万自主研发了一条以塑代钢底护板产品的全自动生产线，该新产品将全面进入华众现
有的中高端群体，并在本土品牌车企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应用，已经通过一汽大众、上

海大众和上汽通用的认可。

五年规划 未来五年，公司将积极推广华众以塑代钢产品和经验，并和客户联合开发新车型，建

立行业标准，引领零部件行业向轻量化、节能环保新材料发展。

高附加值产品-国
产化遮阳窗帘

华洛特为宁波华众、德国 Roekona 和 Zoeppritex 三方投资成立的合资工厂宁波华乐特
全资子公司，总投入为 1.5 亿人民币，预计 2017 年 8-9 月投产。华洛特工厂采用世界
顶尖的设备和工艺技术，建设全国首条国产化遮阳窗帘面料特殊产线，主要经营高档

织物面料的设计和加工，主要产品包括汽车顶棚面料的国产化生产和染色、汽车立柱
面料和衣帽架面料以及国产化的遮阳窗帘。该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国内外一线汽车主机

厂的天窗总成商，终端客户包括宝马、奔驰、奥迪、一汽大众、上海通用等。在盈利
能力方面，该业务的利润率预计可达到 30%以上。

提高运营效率 新工厂以高自动化标准投入，预计建成后，公司将拥有包括经编织造染色后整理覆合
裁片等生产能力，能帮助自身和母公司华乐特降本 15%。同时，公司将通过持续的技
术改造投入、打造信息化工厂等方式，保持制造成本年降 8%以上，提升利润率。

图表 3：华洛特新工厂订单预测（人民币 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国元证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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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布局车联网

T-box 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公司积极布局车联网产品，其中包括 Tbox 通讯盒、车载
导航仪、车联网后台（包括远程监控、安全辅助、智能驾驶、运营管理）等。从进展

来看，目前公司车联网业务的主要产品是 T-BOX，每个售价约为 400 元左右。 已经与
国内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商签订订单，预计 2017-2020 年合计供应近 50 万套的量。

五年规划 公司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完成布局汽车电子领域，包括车联网软硬件及无人驾驶，采取
的方式包括兼并收购加自主开发的形式。未来公司将逐渐把产品系扩展至导航主机、
手机 app、ADAS、后座娱乐系统、汽车电子控制模块和抬头显示的软硬件开发制造。

图表 4：T-box 预计供应量（万套）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国元证券（香港）

维护现有合资客户 拓展自主品牌客户群
合资品牌是主要客
户

公司传统产品的客户主要是合资品牌，长期的重要客户有一汽大众、长安福特、上汽
通用、英纳法、上海大众、北京奔驰、沃尔沃等合资品牌。2017 年 5 月 16 日，公司

公告称：与一位现有客户签订价值 14.7 亿元的新订单，产品包括不同车型的柱护板、
门槛、仪表板覆盖件、前端框架及底护板等，产品周期由 3 年到 11 年不等，从 2018

年开始供货，为传统业务的增长奠定基础。

轻量化产品进入自
主品牌供应体系

在轻量化产品方面，前端框架以塑代钢产品已经成功进入自主品牌供应体系，包括吉
利汽车、北汽银翔、戴姆勒比亚迪、众泰汽车、广汽传祺等。此外，公司在底护板以

塑代钢新材料运用上走在行业前列。集团已经投资 3000 万自主研发了一条以塑代钢底
护板产品的全自动生产线， 该新产品将全面进入华中现有的中高端群体，并在本土品

牌车企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应用。

自主品牌供应量增
加

目前，公司的客户群体加入了吉利汽车、通用五菱、广汽自主品牌、北京汽车等自主

品牌,其中吉利汽车最大，预计 2017-2018 年,吉利汽车有望成为公司第四大主要客户,
占比有望达到 10%-15%，进而带动收入增长 10%左右。从盈利能力看，自主品牌的利润

率不如合资品牌的利润率高，自主品牌的快速增长有可能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但公
司会聚焦高毛利产品，保证毛利率的稳定。



华众车载(6830.HK)

5

总结及建议
建议关注 2016 年，公司收入增长平稳，但由于毛利率改善以及工厂效率提升，使得公司净利润

大幅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在德国及长春的工厂过去每年都有较大幅度亏损，经

过整合和加强管理，目前亏损额大幅降低甚至有望盈利，提升了整体运营效率和利润

增长弹性。从未来看，公司在新材料和新工艺方面的布局已见成效，客户结构更加多
元化，车联网的进展也较为神速。根据公司五年规划，预计未来五年年均收入增速有
望达到 15%，净利润增速有望达到 20%，建议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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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和免责条款

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 预期股价在未来 12 个月上升 20%以上

推荐 预期股价在未来 12 个月上升 5%-20%

中性 预期股价在未来 12 个月上升或下跌 5%以内

卖出 预期股价在未来 12 个月下跌 5%-20%

强烈卖出 预期股价在未来 12 个月下跌 20%以上

免责申明：
此刊物只供阁下参考，在任何地区或任何情况下皆不可作为或被视为证券出售要约或证券、期货及其它投资产品买卖的邀请。此刊
物所提及的证券、期货及其它投资产品可能在某些地区不能买入、出售或交易。此刊物所载的资料由国元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及/或
国元期货(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国元(香港)〞)编写，所载资料的来源皆被国元(香港)认为可靠及准确。此刊物所载的见解、分析、

预测、推断和预期都是以这些可靠数据为基础，只是表达观点，国元(香港)或任何个人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担保。此刊物
所载的资料(除另有说明)、意见及推测反映国元(香港)于最初发此刊物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国元(香港)、其母公司、其

附属公司及/或其关连公司对投资者因使用此刊物的材料而招致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概不负任何责任。

负责撰写分析之分析员(一人或多人)就本刊物确认：

分析报告内所提出的一切意见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员本人对报告所涉及的任何证券或发行人的个人意见；及

分析员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收取之报酬之任何部份与其在本刊物内发表的具体建议及意见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连。

此刊物内所提及的任何投资皆可能涉及相当大的风险，若干投资可能不易变卖，而且也不适合所有的投资者。此刊物中所提及的投

资的价值或从中获得的收入可能会受汇率及其它因素影响而波动。过去的表现不能代表未来的业绩。此刊物并没有把任何人的投资

目标、财务状况或特殊需求一并考虑。投资者入市买卖前不应单靠此刊物而作出投资决定，投资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慎

密从事。投资者在进行任何以此刊物的建议为依据的投资行动之前，应先咨询专业意见。

国元(香港)、其母公司、其附属公司及/或其关连公司以及它们的高级职员、董事、员工(包括参与准备或发行此刊物的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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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披露分析员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收取之报酬之任何部份与其在此报告内发表具体建议及意见没有直接关联。

国元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国元期货(香港)有限公司及其每一间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自营证券交易或代理证券经纪业务的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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