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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签订单量饱满，有望助推公司业绩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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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数据
总股本/流通(百万股)

2,222/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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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中铁工业（600528）
《业绩符合预期，
未来盾构设备需求高增长可期》
--2017/10/26
中铁工业（600528）《2017 中报点
评：重组后业务顺利开展，加速驶
向远方》--201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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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刘国清

[Table_Summary]
事件：公司近日公布新签订单 7.7 亿元，包含盾构机、铁路道
岔及钢结构安装，占 2018 年营业额的 4.3%。此外 2019 年前三季度，
公司新签合同额 228.93 亿元，同比增长 10.52%。
受益于轨交建设大规模投资，隧道施工装备新签订单快速增长。
2019 年公司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新签合同额 71.34
亿元，同比增长 29.45%，其中，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实现
新签合同额 64.22 亿元， 比增长 31.97%，工程施工机械业务实现
新签合同额 7.12 亿元，同比增长 10.46 %。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
务业务新签合同额 153.76 亿元，同比增长 2.69%，其中，道岔业
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42.98 亿元，同比增长 0.21%，钢结构制造与安
装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110.78 亿元，同比增长 3.69%。
公司钢结构产品及技术全球领先。世界十大大跨度斜拉桥，7
座为中国制造，沪通长江大桥、香港昂船洲大桥、苏通长江大桥、
嘉鱼长江大桥、武汉青山长江大桥、鄂东长江大桥、九江二桥，这 7
座钢桥梁则全部由中铁工业承建；世界十大大跨度悬索桥，6 座为中
国制造，其中 4 座（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
西堠门大桥、虎门二桥）均由中铁工业承建。
盾构设备需求量未来有望持续高增长。今年新报轨道交通项目
大幅增长，带来盾构设备需求量的大幅增长，未来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将打开盾构设备新增长空间。我们预计 2020 年将维持地铁开
工建设高峰期，同时叠加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逐步增多，盾构
设备将步入高速增长的时期，因此我们坚定看好盾构设备销售带给
公司的业绩增厚。
盈利预测及评级。我们预测公司 2019 年-2021 年营业收入分别
为 220 亿元、265 亿元、301 亿元，对应 PE 分别为 11/10/9 倍，我
们看好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保持行业内优势竞争力，维持“买入”
评级，目标价 13 元。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盾构设备销售不达预期；其他
系统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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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行业分析师介绍
刘国清，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浙江大学管理专业硕士，从事高端装备等领
域的行业研究工作，擅长产业链调研，尤其精通机器人及自动化相关板块。金融行业从
业六年以上，代表作包括《机器人大趋势》等。在进入金融行业之前，有八年的实业工
作经历，曾经在工程机械和汽车等领域，从事过生产技术，市场与战略等方面的工作。
钱建江，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华中科技大学工学硕士，曾就职于国元证券研究
中心，2017 年 7 月加盟太平洋证券，善于自下而上把握投资机会。
曾博文，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中山大学金融学硕士，曾就职于广证恒生证券研
究中心，2017 年 9 月加盟太平洋证券，善于从产业趋势把握投资机会。
崔文娟，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曾就职于安信证券研究
中心，2019 年 7 月加入太平洋证券，致力以研究穿越行业波动，找寻确定性机会。
徐也，
太平洋证券机械行业助理分析师，英国 Strathclyde 大学海上石油平台专业硕士，
曾就职于西南证券研发中心，于 2017 年 7 月加盟太平洋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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