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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石墨烯新贵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公司概况：主业为平板显示行业。东旭光电在东旭集团入驻后，公司抓住国

家发展新兴光电产业的机遇，转型升级向玻璃基板业务转型，形成了围绕玻

璃基板的主产业线。2015 年，公司形成了以玻璃基板产品、高端装备制造及

城镇化工程的“三驾马车”业务布局。 

 玻璃基板业务：国家支持力度大。玻璃基板属于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行业。

截止 2015 年 11 月，东旭光电共有 5 大光电显示产业基地，共涉及 20 条玻

璃基板产线、1 条盖板玻璃产线。2014 年 5 月，公司与京东方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京东方每年采购东旭光电（含东旭光电控股、参股公司、托管公司）

液晶玻璃基板量不低于京东方当年国产化（指中国本土企业在中国大陆生产

产品的情形）液晶玻璃基板使用量的 80%；2014 年 8 月，公司与龙腾光电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龙腾光电承诺将优先、持续地采购其生产的液晶玻璃

基板并将东旭光电列为优选供应商。 

 布局石墨烯，产业空间广阔。石墨烯作为革命性的新材料，具有高导电性、

高韧度、高强度、超轻等特点，未来下游应用市场有望达到万亿级别。公司

已和北理工设立合资公司作为石墨烯产学研平台，主要方向为高性能石墨烯

透明导电膜的研制与产业化；高性能石墨烯散热膜的研制与产业化；石墨烯

技术应用及其他光电显示材料领域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盈利预测及评级。公司所处的玻璃基板行业为国家鼓励行业，政策扶持力度

大，进口替代的空间大。假设此次定增顺利实施，注入的集团资产将进一步

增厚盈利能力。定增前预计的公司 2015-2017 年 EPS 分别为 0.40 元/股、0.42

元/股和 0.5 元/股，按照摊薄以后的股本计算，2015-17 年的 EPS(2016、2017

年的股本增加)分别为 0.40 元/股、0.32 元/股和 0.41 元/股。考虑到公司在新

材料，尤其是石墨烯的布局，发展空间极大。给予公司 2015 年 30 倍市盈率，

目标价 12 元，买入评级。 

 不确定性分析。下游需求是否保持稳定，彩色滤光膜和石墨烯等新材料研发

能否按期推进。 

 

主要财务数据及预测 

[Table_FinanceInfo]  2013 2014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百万元) 931.90 2143.40 3280.00 3990.00 4712.00 

(+/-)YoY(%) 19.64% 130.00% 53.03% 21.65% 18.10% 

净利润(百万元) 369.30 880.63 1069.15 1208.12 1546.62 

(+/-)YoY(%) 158.86% 138.46% 21.41% 13.00% 28.02% 

全面摊薄 EPS(元) 0.14 0.33 0.40 0.32 0.41 

毛利率(%) 56.02% 44.97% 45.18% 47.23% 49.11% 

净资产收益率(%) 6.35% 13.68% 14.24% 13.86% 15.07%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13-2014），海通证券研究所 

备注：净利润为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16、2017 年全面摊薄 EPS 考虑了增发股本摊薄 



 

 

                                                  公司研究〃东旭光电（000413）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 公司概况：主业为平板显示行业 

公司前身为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于 1996 年在深交

所挂牌上市。2010 年，宝石集团战略引进东旭集团，公司实现了从传统 CRT 产业转型

升级到平板显示行业，同时实现了从国企到民企管理体制的转换。2014 年，公司名称变

更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公司形成了以玻璃基板产品、高端装备

制造及城镇化工程的“三驾马车”业务布局。 

表 1 东旭光电近四年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214339.80 93190.07 77893.52 10442.55 

利润总额 108519.95 54738.41 32661.24 148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88062.52 36929.73 14266.46 1185.04 

资料来源：东旭光电 2011-2014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目前，公司总股本 26.62 亿股（其中 B 股 2.5 亿股），市值 240 多亿，东旭集团为

公司控股股东，李兆廷为实际控制人，控股权比例为 27.14%。 

图1 东旭光电股权结构（2014 年报） 

 

 

 

 

 

 

 

 

 

 

 

 

 

 

 

 

 

 

 

 

 

 

 

 

 

 

 

 

 

 

 

 

 

 
 

资料来源：东旭光电 2014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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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以前，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玻管销售、元件销售及建筑安装。东旭光电在东

旭集团入驻后，公司抓住国家发展新兴光电产业的机遇，将传统 CRT 电视玻管及元件

业务向玻璃基板业务转型，形成了围绕玻璃基板的主产业线。玻璃基板的生产销售和玻

璃基板成套装备及技术服务贡献了公司接近 90%的利润。公司在 2015 年逐步退出了原

有的彩色电视机显像管元部件的业务，转而试图在新材料的方面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 

2015 年上半年，蓝宝石材料产品已经实现了盈利，另外，彩色滤光膜、石墨烯等新

材料的研发也在稳步推进之中。 

表 2 东旭光电主营业务-分产品（万元） 

项目 
2015 年 H1 2014 年 

主营收入 主营利润 毛利率（%） 主营收入 主营利润 毛利率（%） 

成套装备及技术服务 67639.00 43985.63 65.03 115018.74 64956.54 56.47 

玻璃基板 28557.93 12768.29 44.71 33882.52 18767.31 55.39 

建筑安装 43275.26 6142.17 14.19 59778.67 9675.27 16.19 

电真空玻璃器件及配

套电子元器件 
242.01 -69.13  1158.90 177.64 15.33 

蓝宝石材料 4343.77 666.69 15.35    

合计 144057.95 63493.65 44.08 209838.83 93576.76 44.59 

资料来源：东旭光电 2015 年半年报，东旭光电 2014 年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 玻璃基板业务：国家支持力度大 

玻璃基板属于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行业，其生产供应长期由美国的康宁、日本的

旭硝子和电气硝子等几家公司所垄断。为了维持垄断利润，上述企业对外实行技术封锁，

不对外转让生产技术和装备生产线。 

截止 2015 年 11 月，东旭光电共有 5 大光电显示产业基地，分别分布在辽宁营口、

河北石家庄、河南郑州、四川成都和绵阳以及安徽芜湖。上述 5 大产业基地共涉及 20

条玻璃基板产线、1 条盖板玻璃产线。 

玻璃基板产线：第五代产线总规划共计 10 条，其中石家庄旭新公司 3 条、郑州旭

飞公司 4 条、营口公司 3 条，目前，均由东旭集团委托给东旭光电统一管理（旭新、旭

飞公司产线将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结束后装入上市公司；按照集团承诺营口将于 2016

年底前注入上市公司）；第六代产线共计 10 条，公司于 2012 年在芜湖建设 10 条第 6

代（兼容第 5.5 代）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设计产能 500 万片/年。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有 4 条玻璃基板生产线投产销售。目前，公司的玻璃基板产品已销往京

东方、中华映管等下游客户，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表 3 计划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方向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量（万元） 

第五代 TFT-LCD 用彩色滤光

片（CF）生产线项目 
311550.00 300000.00 

收购旭飞光电 100%股权 177410.41 177000.00 

收购旭新光电 100%股权 198639.68 198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125000.00 125000.00 

合计 812600.09 800000.00 
 

资料来源：东旭光电 20150302 公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盖板玻璃产线：四川旭虹公司共有 1 条高铝盖板玻璃产线，年设计产能约 800 万㎡，

是国内唯一一条高铝盖板玻璃生产线，产品品牌“王者熊猫”。公司成功研制出 0.4mm

厚度超薄电子玻璃，并可实现 360 度弯曲，在行业内处领先地位，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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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5 月，公司与京东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方每年采购东旭光电（含

东旭光电控股、参股公司、托管公司）液晶玻璃基板量不低于京东方当年国产化（指中

国本土企业在中国大陆生产产品的情形）液晶玻璃基板使用量的 80%；2014 年 8 月，

公司与龙腾光电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龙腾光电承诺将优先、持续地采购其生产的液晶

玻璃基板并将东旭光电列为优选供应商。 

3. 布局石墨烯，产业空间广阔  

石墨烯作为革命性的新材料，具有高导电性、高韧度、高强度、超轻等特点，未来

下游应用市场有望达到万亿级别，但短时间内石墨烯行业难有实质性的产业化进展。东

旭作为光电显示材料的龙头企业，注重石墨烯作为未来新材料的研发和储备。 

图2 石墨烯产业化进程及其应用 

 

资料来源：石墨烯在线， 海通证券研究所 

目前，公司已和北理工设立合资公司作为石墨烯产学研平台，主要方向为高性能石

墨烯透明导电膜的研制与产业化；高性能石墨烯散热膜的研制与产业化；石墨烯技术应

用及其他光电显示材料领域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此外，鉴于石墨烯未来广阔的应用空间，公司还与北京现代华清材料科技发展中心

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打造石墨烯投融资平

台，围绕石墨烯产业链各领域进行投资和布局。 

 

4. 盈利预测及评级 

公司所处的玻璃基板行业为国家鼓励行业，政策扶持力度大，进口替代的空间大。

假设此次定增顺利实施，注入的集团资产将进一步增厚盈利能力，定增前预计的公司

2015-2017 年 EPS 分别为 0.40 元/股、0.42 元/股和 0.5 元/股，按照摊薄以后的股本计

算，2015-17 年的 EPS(2016、2017 年的股本增加)分别为 0.40 元/股、0.32 元/股和 0.41

元/股。考虑到公司在新材料，尤其是石墨烯的布局，发展空间极大。给予公司 2015 年

30 倍市盈率，目标价 12 元，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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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行业相关公司估值表 

代码 公司名称 市盈率（倍） 最新收盘价（元/股） 

000511 烯碳新材 81 8.91（停牌） 

000009 中国宝安 32 18.86 

300068 南都电源 72 20.0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备注：市盈率为预计 2015 年市盈率。最新收盘价为 2015 年 11 月 16 日收盘价。 

 
 
 
 

 

5. 不确定性分析 

定增能否顺利进行，下游需求是否保持稳定，彩色滤光膜和石墨烯等新材料研发能

否按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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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分析和预测 
[Table_ForecastInfo]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2015E 2016E 2017E  利润表（百万元） 2014 2015E 2016E 2017E 

每股指标（元）      营业总收入 2143.40 3280.00 3990.00 4712.00 

每股收益 0.33 0.40 0.32 0.41  营业成本 1179.50 1798.00 2105.70 2398.00 

每股净资产 2.42 2.82 3.27 3.85  毛利率% 44.97% 45.18% 47.23% 49.11% 

每股经营现金流 -0.02 -1.56 0.24 -0.0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6.34 40.44 49.14 58.06 

每股股利 0.000 0.000 0.000 0.000  营业税金率% 1.23% 1.23% 1.23% 1.23% 

价值评估（倍）      营业费用 14.82 18.70 25.14 26.86 

P/E 27.96 23.03 28.80 22.50  营业费用率% 0.69% 0.57% 0.63% 0.57% 

P/B 3.83 3.28 2.83 2.40  管理费用 210.62 336.20 518.70 447.64 

P/S 11.49 7.51 6.17 5.23  管理费用率% 9.83% 10.25% 13.00% 9.50% 

EV/EBITDA 33.98 25.38 21.19 16.21  EBIT 712.11 1086.66 1291.32 1781.45 

股息率（%） 0.00% 0.00% 0.00% 0.00%  财务费用 60.44 31.83 118.64 150.72 

盈利能力指标（%）      财务费用率% 2.82% 0.97% 2.97% 3.20% 

毛利率 44.97% 45.18% 47.23% 49.11%  资产减值损失 7.61 0.00 0.00 0.00 

净利润率 42.42% 34.45% 31.75% 34.5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0.00 

净资产收益率 13.68% 14.24% 13.86% 15.07%  营业利润 644.06 1054.83 1172.68 1630.73 

资产回报率 7.06% 7.19% 7.03% 6.88%  营业外收支 441.14 343.59 376.10 365.27 

投资回报率 7.10% 5.68% 6.01% 6.89%  利润总额 1085.20 1398.42 1548.79 1996.00 

盈利增长（%）      EBITDA 781.50 1279.31 1571.99 2170.02 

营业收入增长率 130.00% 53.03% 21.65% 18.10%  所得税 176.03 268.61 282.07 370.14 

EBIT 增长率 77.09% 52.60% 18.83% 37.96%  有效所得税率% 16.22% 19.21% 18.21% 18.54% 

净利润增长率 121.99% 24.27% 12.12% 28.35%  少数股东损益 28.54 60.66 58.59 79.23 

偿债能力指标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880.63 1069.15 1208.12 1546.62 

资产负债率 48.1% 48.9% 48.4% 5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539.584 852.218 959.110 1328.324 

流动比率 3.39 2.38 1.97 1.55       

速动比率 2.03 0.30 0.31 0.43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14 2015E 2016E 2017E 

现金比率 2.05 -0.62 -0.47 0.00  货币资金 3196.27 -1643.94 -1639.32 0.00 

经营效率指标（%）      应收款项 638.81 1697.00 1867.08 2282.59 

应收帐款周转天数 134.71 188.84 170.80 176.81  存货 512.85 755.28 831.62 967.44 

存货周转天数 125.56 153.08 143.90 146.96  其它流动资产 510.57 510.57 510.57 510.57 

总资产周转率 19.9% 24.0% 24.9% 23.8%  流动资产合计 8100.77 8715.63 9298.41 12954.82 

固定资产周转率 2.04 1.32 1.11 1.01  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1958.76 3200.77 4634.67 6004.60 

      在建工程 2045.73 2705.86 3189.81 3732.50 

      无形资产 220.65 310.73 399.87 485.59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14 2015E 2016E 2017E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67.39 6162.27 7897.02 9514.57 

净利润 909.17 1129.81 1266.72 1625.85  资产总计 12468.16 14877.90 17195.44 22469.40 

折旧摊销 69.39 192.64 280.67 388.58  短期借款 1288.90 2366.18 3210.96 6717.90 

营运资金变动 -979.55 -5222.41 -372.13 -1875.93  应付账款 232.39 339.51 374.29 435.10 

经营活动现金流 -44.06 -4163.77 893.13 -100.63  预收账款 22.38 26.88 35.69 40.97 

固定资产投资 0.00 -1242.01 -1433.89 -1369.93  其它流动负债 63.69 63.69 63.69 63.69 

无形资产投资 0.00 -90.09 -96.01 -94.04  流动负债合计 2387.30 3667.23 4718.04 8366.15 

资本支出 1139.62 1643.94 1639.32 1640.86  长期借款 3572.00 3572.00 3572.00 3572.00 

投资活动现金流 -1150.04 -1643.94 -1639.32 -1640.86  其它长期负债 33.06 33.06 33.06 33.06 

债务变化 2248.90 1077.28 844.78 3506.94  非流动负债合计 3605.06 3605.06 3605.06 3605.06 

股票发行 11.95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5992.36 7272.29 8323.11 11971.21 

融资活动现金流 1735.36 967.50 750.81 3380.82  实收资本 2662.08 2662.08 2662.08 2662.08 

现金净流量 541.26 -4840.21 4.62 1639.32  普通股股东权益 6436.73 7505.89 8714.01 10260.63 

公司自由现金流 -1253.10 -6144.06 -1049.18 -2042.91  少数股东权益 39.07 99.73 158.32 237.55 

股权自由现金流 -940.53 -4879.37 -70.68 1536.0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68.16 14877.90 17195.44 22469.40 

备注：表中计算估值指标的收盘价日期为 11 月 16 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14），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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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分析师声明 

 [Table_Analysts] 钟奇 有色金属行业 

施毅 有色金属行业 

董瑞斌 电子行业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均

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结论

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分析师负责的股票研究范围 

[Table_Reports] 重点研究上市公司： 红宇新材,易华录,中科三环,四维图新,润和软件,明泰铝业,银江股份,用友网络,广联达,新文化,汉得信息,捷成股份, 

赣锋锂业,航天信息,正海磁材,云南锗业,创业软件,同有科技,宁波韵升,铜陵有色,豫金刚石,厦门钨业,皖新传媒,金 

运激光,盛屯矿业,中科金财,绿盟科技,高伟达,江粉磁材,银河磁体,海亮股 份,广电运通,宜安科技,楚江新材,恒邦

股份,罗普斯金,紫金矿业,银泰资源,横店东磁,贵研铂业,东方通,金一文化,新大陆,华宇软件,聚龙股份,华谊兄弟,天

齐锂业,科大讯飞,御银股份,金证股份,四通新材,山东黄金,东方网力,利源精制,亚太科技,川大智胜,银邦股份 

投资评级说明 

1. 投资评级的比较标准  类别 评级 说明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买入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 15%以上； 

 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较

标准，报告发布日后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

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海通综指的

涨跌幅为基准； 

  增持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 5%与 15%之间； 

  股票投资评级 中性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卖出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低于-15%。  

2.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 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上；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

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海通综指的涨

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 中性 

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 5%

之间； 

   减持 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下。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

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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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

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海通证券及其所属

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海通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

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

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海通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海通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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