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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显示器件Ⅲ 布局 8.5 代玻璃基板，确保 17-18 年快速增长 

  

[Table_InvestRank] 报告日期： 2016-02-15 

评级： 推荐 
 上次评级： 无 

目标价: 8.5-9 元 
 上次预测： 无 

 

 

[Table_oneYearFieldChart] 一年期收益率比较 

 

 

表现% 1m 3m 12m 

七星电子 -23.12 -30.38 -360.6 

上证综指 -15.94 -21.55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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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Finance] 当前价格（元） 6.12 

52 周价格区间（元） 5.82-14.61 

总市值（百万） 23470.20 

流通市值（百万） 12357.84 

总股本（万股） 383500.05 

流通股（万股） 201925.51 

公司网址 
www.dongxuguangdian.c

om.cn 

[Table_ProfitForecast] 预测指标 2016E 2017E 2018E 

主营收入（亿元） 53.4 66.1 88.9 

净利润  （亿元） 15.9 17.8 22.3 

每股收益 （元） 0.32 0.36 0.45 

每股净资产（元） 3.93 4.21 4.47 

市盈率 21.0 18.7 14.9 

P/B 1.71 1.59 1.50 

资料来源：财富证券 

 

[Table_Summry] 事件：（1）2 月 6 日公司公告非公开发行预案，拟以不低于 6.36 元/

股募集不超过 69.5 亿元，用于 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2）2

月 6 日公司公告 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46.5 亿元，同比增长 190.5%；实

现净利润 13.26 亿元，同比增长 182.84%。 

投资要点 

 8.5 代玻璃基板进口替代空间巨大。目前国内 6 代线以上的玻璃

基板几乎全部被康宁、旭硝子垄断，自主的 8.5 代玻璃基板更是

空白。随着全球液晶面板朝大屏化发展，50 寸以上出货量快速增

长（预计全球 15-16 年增速为 44%、32%），而 8.5 代线在切割 50-55

寸液晶面板拥有最佳效率（78%-91%），这对 8.5 代玻璃基板形成

必然需求。截止到 15 年底，全球共有 8.5 代线 23 条（合计最大

产能在 171 万片/月）。中国大陆已经有 8 条量产（合计最大产能

81 万片/月），另外还有 3 条在建设期（合计最大产能 27 万片/月）。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8.5 代生产国，预计产能的高峰将出

现在 17-18 年。公司本次项目建设周期 18 个月，预计满产后年产

能在 540 万片，届时预计国内对 8.5 代玻璃基板的年需求量在预

计在 2000 万片以上，公司拥有巨大的进口替代空间。 

图表 1：国内 8.5 代线产能和玻璃基板需求 

 

资料来源：公司定增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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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垒高，附加值高。玻璃基板的规模和技术壁垒极高，在液晶面板整个产业链中

拥有最高附加值，毛利率水平显著高于其下游产业链（例如美国康宁近几年毛利

率超过 80%，净利率也在 40%左右），而公司近 3 年毛利率也高于行业平均。公

司是国内年产销量最大的液晶玻璃基板生产商，5 代、6 代玻璃基板已经进入京东

方、龙腾光电、深天马 A 等国内主流液晶面板生产商。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和借鉴

5 代、6 代玻璃基板生产线的运营经验，目前已经掌握了第 8.5 代 TFT-LCD 玻璃

基板的核心关键生产技术，具备了以浮法工艺生产第 8.5 代大尺寸玻璃基板的技

术能力。 

图表 2：公司产品切入产业链微笑曲线上端 

 
图表 3：公司近 3 年毛利率水平 

 

 

 

资料来源：DisplaySearch  资料来源：财富证券 

 切入主流客户，产能地理位置优。公司与国内主要液晶面板生产商有良好供应关

系，目前公司的装备制造已经进入京东方供应链，同时 5 代、6 代玻璃基板也进

入京东方、龙腾光电、深天马 A 等国内主流液晶面板生产商的供应链，未来 8.5

代玻璃基板投产后快速进入国内供应链也更加容易。同时本次 8.5 代玻璃基板项

目的选址在福建省福清市，毗邻京东方第 8.5 代面板生产线附近的经济开发区，

目前该园区没有配套的玻璃基板生产线，同时公司也方便向国内华东、华南等地

的面板厂商就近配套，降低运输成本和损耗成本。 

 业绩增长动力足，给予“推荐”评级。在公司 15 年业绩公告中，主营业务装备制

造和玻璃基板的增速超预期。其中，装备制造实现收入 23.4 亿元，同比增长 797%；

玻璃基板实现收入 9.8 亿元，同比增长 65%。公司内生增长动力充足，目前芜湖

的 10 条 G6 玻璃基板仅点火 6 条，在全球低世代液晶面板产能转移国内的趋势下，

公司的玻璃基板产能释放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同时公司布局的彩色滤光片、蓝宝

石业务都是公司 16-17 年的增长点。而此次 8.5 代线玻璃基板项目投资，为公司

17-18年的业绩增长提供保障，预计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平均销售收入 26.32亿元，

年平均税后利润为 9.05 亿元。我们预计公司 16-18 年的营业收入为 53.4、66.1、

88.9 亿元，实现净利润 15.9、17.8、22.3 亿元，考虑 16 年增发摊薄(按照上限 10.9

亿股测算)，预计 16-18 年 EPS 为 0.32、0.36、0.45 元，以 2 月 15 日收盘价 6.73

元测算，对应 16-18 年底估值为 21、18、15 倍。我们给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影响液晶面板需求、产能释放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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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系统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所评股票涨跌幅相对于同期市场指数的涨跌幅度为基准。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推荐  股票价格超越大盘 10%以上 

谨慎推荐  股票价格超越大盘幅度为 5%－10% 

中性  股票价格相对大盘变动幅度为-5%－5% 

回避  股票价格相对大盘下跌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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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义务，若报告中所含信息发生变化，本公司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

的更新或修改。 

 

本报告中所指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

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及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

定获利，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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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投资决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

己的判断。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包括本公司内部客户及员工）不得以任何形式

复制、发表、引用或传播。 

 

本报告由财富证券研发中心对许可范围内人员统一发送，任何人不得在公众媒体或其它渠道对外公开发布。任

何机构和个人（包括本公司内部客户及员工）对外散发本报告的，则该机构和个人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本

公司保留对该机构和个人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财富证券研发中心 

网址：www.cfzq.com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8 层 

邮编：410005 

电话：0731-84403360 

传真：0731-84403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