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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业绩增长约 71%。公司 2015 年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83 亿和 0.74
亿元，同比增长 32%和 71%。2015 年公司以 16.26 元的价格定增 965 万
股，并进行了两轮转增，按当前股本 2.42 亿加权平均后 EPS 为 0.65 元。 

 收入方面：销量增加推动公司营收快速增长。2015 年凯路仕运动休闲型
自行车、自行车零配件、品牌使用及设计费业务的收入分别为 4.3 亿元、
3109 万元、2143 万元，同比分别上升 29.9%、20.7%和 154.6%，收入
占比分别为 89.11%、6.44%和 4.44%。2015 年公司柬埔寨工厂投产极大
的提升了公司产能，最大年产能可达 50 万辆。随着产能和订单的增加，
公司销售额快速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2%。2015 年凯路仕品牌在国
内销量约 7 万辆，烈风品牌于 9 月底上线全年销量约 1 万辆，国外销量共
计 13 万辆，总销量同比实现翻番。其中内销车均价约为 2500 元左右，
毛利率约为 29%；而外销车由于型号差异大，单价整体不超过 2000 元，
毛利率约为 24%。 

 盈利方面：毛利率小幅提升和费用率微幅下降驱动公司盈利快速增长。
2015 年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26.86%，较 2014 年 23.61%提升了 3.25pct。
公司 2015 年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分别为 946 万元和 935 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 28.4%和 10.1%；销售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1.96%和 1.94%，
较 2014 年的 2.02%和 2.33%分别下降约 0.06pct 和 0.39pct。得益于收入
快速增长、毛利率小幅提升和费用率微幅下降，公司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2015 年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分别为 7854 万元和 7422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63%和 71%；营业利润率和净利润率分别为 16.28%和 15.38%，较 2014
年分别提升 3.11pct 和 3.47pct。 

 供应链优化提升公司海外价格优势。公司凭借在柬埔寨设立车架及零配件
生产基地，实现供应链的优化。利用相对低廉的劳工成本，有效地节约了
5%的生产成本。此外，借助柬埔寨销往欧洲的零关税优势，其关税成本
也下降约 5%。同时，公司 2016H1 在葡萄牙的装配工厂计划投产，最大
年产能有望达 100 万辆，地理优势也料将帮助公司在欧洲市场降低约
40%~55%的物流成本。海外布局带来的产业链优化有望使公司在欧洲市
场上形成巨大的价格优势，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从 2014 年的 23%增加到
2015 年的 54%。我们预计 2016 年公司在海外市场将持续扩张，销量预
计将达到 40 万辆，占总销量的 57%。 

 双品牌、双渠道战略带动公司业绩腾飞。公司旗下凯路仕品牌以非专业爱
好者为目标群体，依靠线下经销商渠道进行销售；烈风品牌则以专业骑行
爱好者为主，采取去中间化的线上直销模式有效节约成本 35%~40%，并
以市场同类产品的一半价格销售，快速获得市场和用户口碑。公司已成功
举办四届的“凯路仕·烈风”杯全国山地自行车联赛大力推广公司产品，
并聘请悉尼奥运冠军米格·马丁内兹为烈风品牌代言，强化烈风品牌影响
力。为更好的控制成本，2016 年公司计划将暂停线下经销商渠道扩张，
预计凯路仕品牌的国内销量将维持在 7 万辆左右，而烈风将凭借其价格优
势成为未来业绩的主要增长点。2016 年烈风的国内销量目标为突破 20 万
辆，我们预计全年营收增速有望达到 50%。 

 风险因素。库存和流动资金管理的风险，原材料涨价风险，汇率变动风险 

 投资建议。凯路仕依靠供应链优化，单价仅为同类产品的一半左右，未来
还有望以价格优势加速抢占海内外运动休闲自行车市场份额，公司 2016
年总销量目标为 70 万辆。根据 2015 年年报，公司满足创新层所有标准。
当前 7.18 元的股价和 17.4 亿元市值对应 2015 年 PE 为 11X，建议关注。 

  

项目/年度 2013 2014 2015 

营业收入（百万元） 215.39 365.32 482.53 

增长率 YOY% N/A 69.61 32.08 

净利润（百万元） 18.99 43.50 74.22 

增长率 YOY% N/A 129.06 70.63 

每股收益（元） 1.13 2.43 0.65 

PE（倍） 6 3 11 

资料来源：中信数量化投资分析系统注:股价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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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凯路仕符合新三板创新层全部标准 

分层标准 标准细则 凯路仕情况 符合情况 符合情况 

标准一 

1 
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平均净利润不少于
2000 万元 

2014 年净利润为 4350 万元，2015 年净利润为 7422 万
元，2014-2015 两年平均净利润约 5886 万元 

符合 

符合 2 最近两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 
2014 年扣非 ROE 为 24.66%，2015 年 ROE 为
17.92%,2014-2015 两年平均扣非 ROE 约 21.29% 

符合 

3 最近 3 个月日均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截止 2015 年底，股东户数为 502 户 符合 

标准二 

1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复合增长
率不低于 50%. 

2014 年营业收入为 3.65 亿元，2015 年收入为 4.83 亿
元，复合增长率为 50% 

符合 

符合 2 最近两年平均营业收入不低于 4000万元 2014-2015 两年平均营业收入为 4.24 亿元 符合 

3 股本不少于 2000 万股 截止 2015 年底，股本为 1.21 亿股 符合 

标准三 

1 最近 3 个月日均市值不少于 6 亿元 最近 3 个月日均市值为 18.5 亿元 符合 

符合 2 最近一年年末股东权益不少于 5000万元 截止 2015 年底，股东权益为 4.01 亿元 符合 

3 做市商家数不少于 6 家 做市商共 17 家 符合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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