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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产能利用率迅速爬坡，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亿和控股（0838.HK）

2022-5-13 星期五

投资要点
目标价：

3.00 港元

现 价：
预计升幅:

1.22 港元
143.23%



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 51.2 亿港元，同比增长 27.0%；实现盈利 1.55 亿港元，
上年同期亏损 1537.1 万港元，扭亏为盈。其中，2021H2 实现收入 27.3 亿港
元，同比、环比分别增长 117.9%、14.1%；录得利润 8.7 千万港元，同比、
环比分别增长 173.2%、28.5%，略超我们此前 8.0 千万港元的盈利预期。


重要数据

2021H2 利润同比、环比增长 173.22%、28.5%，向上势头强劲

在手订单饱满支撑产能利用率提升迅速，汽车业务年化增速达 40%

总股本（百万股）

1,749

总市值（百万港元）

21,34

净资产（百万港元）

27,88

我们预估 2022 年公司 OA、汽车板块产值有望达到 43 亿、18 亿港元，分别
同比增长 16%、38%。截至目前公司汽车业务在手订单超 130 亿，驱动公司
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预计到 2025 年公司产能有望实现较为充分的利用。
2021 年公司汽车业务中新能源车结构件占比约 20%，随着客户结构持续优
化，新能源车结构件占比有望提升至 35%-40%，业务增长持续性强。

总资产（百万港元）

65,73



日期

2022.5.12
1.22

收盘价（港元）

52 周高低（港元）

0.67/2.58

每股净资产（港元）

1.59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主要股东
Prosper Empire Limited（37.44%）

OA 商业模式升级，整机集成占比提高，带动自研零部件配套业务增长

公司 OA 板块的商业模式逐步从 OEM 升级至 DEMS，我们认为 OA 板块新
的商业模式有望于中长期内持续为公司注入较强劲的增长活力，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1）产品结构中，整机集成业务的占比有望获得显著提升，
产品主要为高端 A3 机和信创产品；2）公司部分客户主动逐步缩减其内部
生产线的规模，公司因此获得更多模块化采购订单，市场份额亦随之提高。
为客户配套的自研零部件占单机价值量的比例有望从 35%提高至 40%-45%。


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 3.00 港元

我们维持公司业绩将保持高增长态势的预期，其基本面扎实向上的逻辑有望
随着业绩的披露得以逐步验证。近期公司宣告启动为期半年的不超过 2 亿港
元的回购计划，约占股本的 8%，此次回购计划彰显了管理层对自身发展的
相关报告
信心，亦有望振提市场情绪。我们预测公司 2022-2024 年录得营业收入分别
亿和控股（0838.HK）点评报告：OA 与汽 为 61.77/ 83.93/110.35 亿元，同比增长 20.9%/35.9%/ 31.5%；归母净利润
车零部件均迎来产能与商业模式升级双拐 3.20/5.28/ 7.12 亿元，同比增长 106.4%/64.8%/ 34.9%。给予公司 2022 年 16
倍目标 PE，对应目标价 3.00 港元，较现价有 143.23%的涨幅空间，维持“买
点-20211102
亿和控股（0838.HK）深度报告：厚积薄发，入”评级。
OA 与汽配业务驶入快车道-20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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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2020A

2021A

2022E

2023E

2024E

营业额

4,008.5

5,108.8

6,176.9

8,393.0

11,035.6

同比增长(%)

7.0%

27.4%

20.9%

35.9%

31.5%

归母净利润

(15.4)

155.2

320.4

528.0

712.4

研究部

同比增长(%)

-129.7%

1009.7%

106.4%

64.8%

34.9%

姓名：杨森

归母净利润率

-0.4%

3.0%

5.2%

6.3%

6.5%

SFC：BJO644

每股盈利（元）

(0.01)

0.09

0.19

0.31

0.41

电话：0755-21519178

PE@1.22HKD

-136.3

13.5

6.5

4.0

2.9

Email: yangsen@gyzq.com.hk

数据来源：wind、公司年报、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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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2021H2 利润同比、环比增长 173.22%、28.5%，向上势头强劲
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 51.2 亿港元，同比增长 27.0%；实现盈利 1.55 亿港元，上年
同期亏损 1537.1 万港元，扭亏为盈。其中，2021H2 实现收入 27.3 亿港元，同比、
环比分别增长 117.9%、14.1%；录得利润 8.7 千万港元，同比、环比分别增长 173.2%、
28.5%，略超我们此前 8.0 千万港元的盈利预期。
图 1：公司历年收入情况

图 2：公司净利及净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在手订单饱满支撑产能利用率提升迅速，汽车业务年化增速达
40%
我们预估 2022 年公司 OA、汽车板块产值有望达到 43 亿、18 亿港元，分别同比增
长 16%、38%。截至目前公司汽车业务在手订单超 130 亿，驱动公司产能利用率大
幅提升，预计到 2025 年公司产能有望实现较为充分的利用。2021 年公司汽车业务
中新能源车结构件占比约 20%，随着客户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车结构件占比有望
提升至 35%-40%，业务增长持续性强。
图 3：公司产能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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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公司汽车各制造基地产品及客户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及预测

OA 商业模式升级，整机集成占比显著提高，同时带动自研零部
件配套业务增长
公司 OA 板块的商业模式逐步从 OEM 升级至 DEMS，我们认为 OA 板块新的商业
模式有望于中长期内持续为公司注入较强劲的增长活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1）产品结构中，整机集成业务的占比有望获得显著提升，产品主要为高端 A3
机和信创产品；2）公司部分客户主动逐步缩减其内部生产线的规模，公司因此获
得更多模块化采购订单，市场份额亦随之提高。为客户配套的自研零部件占单机价
值量的比例有望从 35%提高至 40%-45%。
受益于 DEMS 的带动，2021 年公司威海工厂收入录得同比增长约 63%。目前 DEMS
业务占威海销售约 45％，随着国家信创推行，国内客户的 DEMS 业务的新增趋势
强劲，我们预计未来随着更多新产品订单的量产，公司威海工厂高速增长的势头有
望延续。

投资建议
我们维持公司业绩将保持高增长态势的预期，其基本面扎实向上的逻辑有望随着业
绩的披露得以逐步验证。
近期公司宣告启动为期半年的不超过 2 亿港元的回购计划，
约占股本的 8%，此次回购计划彰显了管理层对自身发展的信心，亦有望振提市场
情绪。我们预测公司 2022-2024 年录得营业收入分别为 61.77/ 83.93/110.35 亿元，
同 比 增 长 20.9%/35.9%/ 31.5% ； 归 母 净 利 润 3.20/5.28/ 7.1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6.4%/64.8%/ 34.9%。给予公司 2022 年 16 倍目标 PE，对应目标价 3.00 港元，较
现价有 143.23%的涨幅空间，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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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盈利预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及预测

图 5：公司 PE-Band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及预测

风险提示
国内疫情或对公司国内的汽车业务和 OA 业务产生阶段性影响、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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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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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和免责条款
投资评级
买入
持有
卖出
未评级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不小于 20%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在正负 20%之间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不小于-20%
对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不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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