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NGXING SECURITIES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商
业
模
式 

东
兴
证
券
新
三
板
企
业
商
业
模
式

案
例
案
例
案
例 

卓越鸿昌：环保固废处理专家 
——新三板公司商业模式研究之一 

  2016 年 6月 23日 

 新三板研究 商业模式

递递  

杨若木  首席行业研究员     电话：010-66554032 执业证书编号：S1480510120014 

张高艳 新三板研究员       电话：010-66554030              

1. 公司情况 

1.1 主营业务 

福建卓越鸿昌环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营业务为环保砌块成型装备（见附注）和

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长期致力于推广环保、节能、提高各类固体废弃物综合再利用的新型墙材装

备。 

1.2 业绩表现 

图 1：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速  图 2：归母净利润及增速 

14,722 

17,762 

20,081 

22,576 

-19.5

20.6

13.1 12.4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2012 2013 2014 2015

营业收入（万元|左轴） 同比增长（%|右轴）
 

 

1,499 

2,420 

3,621 

5,258 

-68.70

61.38
49.65 45.19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2 2013 2014 2015

归母净利润（万元|左轴） 同比增长（%|右轴）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1.3 发展战略 

作为国内领先的环保型砌块自动成型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以市场为导向，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优化产品结构，通过产品开发、市场拓展、管理创新以及制度完善，全面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保持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逐步将公司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环保型

砌块自动成型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2. 公司亮点 

2.1 运营模式 

公司三措并举，深耕环保固废处理产业。 

1. 环保固废处理装备研产销。 

2. 进军环保工程服务，内生性拓展环保固废处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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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借力融资租赁，加速环保固废装备流动。 

图 3：  公司传统主营业务为环保砌块设备销售（直销+经销）  图 4：公司内生性拓展 IMO 环保工程服务 

 

 

 

图 5：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加速环保装备流动（直租为主）  图 6：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加速环保装备流动（售后返租）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预计随着固废处理市场的逐步拓展，IMO 环保工程服务有望在 3-5 年内替代当前设备销售业务成为公司新的

第一大主业，公司也将完成从传统的装备生产制造商向环保工程服务提供商的产业升级和角色转换。 

2.2 市场地位 

图 7：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及行业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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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建筑砌块与砌块建筑，东兴证券研究所 

总体需求萎缩，行业集中度提升。国内砌块机械行业经过前几年的爆发式增长，产能严重过剩，同时终端下

游行业（建筑房产、市政工程建设）景气度持续下行，导致砌块设备行业的重新洗牌，缺乏自动生产线成套

设备供应能力和海外市场的中小型企业已陆续淘汰出局，行业集中度明显提升，行业内前十企业的市场占有

率进一步提升。 

公司市场地位提升显著。公司 2009 年营收约 1.03 亿元，约占行业总体销售额的 13%；2014 年全行业总销

售额约 6 亿元，公司营收约 2 亿元，占比提升至 33%。公司主要凭借实际销售占比约 75%的海外市场订单

有效避开了国内砌块设备市场的需求萎缩行情，实现产品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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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市场渠道 

公司产品销售模式分为直销和经销，销售地区分为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公司采用着重布局海外市场的营销

策略，其中前五客户 HANSINDO INDONESIA 和建发物流均为出口经销商。 

公司深度布局海外营销，出口销售已成业绩贡献主力。公司前瞻性把握国内外市场，对市场定位及时做了调

整，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拓培育国际市场，如组建外贸部、招募本土化销售团队、将产品广告转投全球中转

客流最大的几个航空公司、积极参加全球各地区域展会等，公司 2013-2015 年实际出口销售收入分别为 1.35

亿元、1.49 亿元、1.72 亿元，实际出口占比为 76.33%、74.13%和 76.61%。 

2.4 技术壁垒 

公司定点引进国外最前沿的核心技术团队力量，国产化吸收后获得 27 项覆盖国外核心技术的专利，在砌块

设备的成型速度、稳定性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公司推出的免托板全自动线、固废制砖移动工厂填补

了国内该技术领域的空白，对国内同类企业构成一定的技术壁垒。 

3. 同行业标的对比 

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砌块建筑设备企业中，上市公司海源机械（002529.SZ）属于公司同行业标的。海源机

械主营产品为液压式蒸压砖成型机械，而公司主营产品为振动式砌块成型机械，产品工艺路线略有差异，下

游需求来源一致性较高，具有较强可比性。 

表 1：公司与同行业相关标的对比 

 海源机械（002529.SZ） 卓越鸿昌（832474.OC） 

一、财务指标   

2013-2015 年营收（百万元） 252.55 / 206.70 / 230.14 177.62 / 200.81 / 225.76  

2013-2015 年增长率（%） 0.97% / -18.15% / 11.34% 20.65% / 13.06% / 12.42% 

2013-2015 年净利润（百万元） 8.76 / 3.24 / 2.81 24.20 / 36.21 / 52.58  

2013-2015 年增长率（%） 23.86% / -63.06% / -13.26% 61.38% / 49.65% / 45.19% 

净资产收益率（%） 0.28% 30.45% 

每股收益(元) 0.01 0.88 

PE 1141.16 7.83 

PB 5.51 2.38 

二、产品特点   

主要产品 全自动液压压砖机（300-1380 吨）、陶瓷

砖全自动液压压砖机（600-6790 吨）、耐

火材料全自动液压压砖机（600-3600 吨） 

基本型、半自动型、全自动型、免托板

型砌块自动成型装备，墙板切割线 

工艺路线 液压压制成型 振动加压成型 

主要制砖（砌块）原料 粉煤灰、尾矿等颗粒较细的固体废弃物 经处理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粉煤

灰、矿渣等固废，颗粒要求不高 

主要生产建材种类及用途 灰砂蒸压砖，多用于建筑用内墙砖等对砖

体质量要求较高的场所 

混凝土砌块，多用于房产建筑和市政工

程建设的外墙、地面等对砖体（砌块）

质量要求一般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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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布局新方向   

新业务依托及布局内容 依托：机电液一体化领域的多年设备优

势，由设备生产向下游产品延伸，构建从

复合材料开发、制品设计、模具开发到制

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内容：建筑轻量化（复合材料模板）、汽

车轻量化（新能源汽车碳纤维车身）。 

依托：与中联重科联合开发推出固废制

砖移动工厂，具有免建厂、免安装、就

地处臵固废的优势。 

内容：IMO 环保工程服务（固废处理）、

融资租赁业务。 

新业务板块业绩表现 建筑轻量化：2015 创收 7841 万元，同比

增 258.2%，收入占比提升至 34.1% 

汽车轻量化：与多家汽车企业达成多个部

件的合作开发和供货，并与意大利朗基尔

公司在米兰和公司总部分别设立了技术中

心。 

IMO 环保工程服务：2016 年已签约 11

条线，预计贡献 2000 万收入； 

融资租赁：2015 年补充销售收入 1395

万元，投资收益约 860 万元。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4. 竞争能力分析 

采用波特五力模型对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进行分析，每个维度满分为 5 分，总计 25 分，公司总得分为 18 分，

核心竞争力较强。 

表 2：公司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卓越鸿昌（832474）：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潜在进入者（3.5） 

砌块装备行业进入壁垒不高，基本型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但公司主打的大型化、自动化机型对

国内厂家构成较高技术和资金壁垒，尤其是固废制砖移动工厂和免托板机型的先发技术壁垒仍未

被打破，综合技术竞争实力较强。 

买方议价能力 

（3.5） 

砌块装备：主要客户是砌块（砖）类产品生产企业，产品销售模式分为直销和经销，公司对于其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较强； 

环保工程服务：主要需求为市政工程建设现场的固废处理，公司议价能力一般。 

总体议价能力尚可。 

卖方议价能力（4） 
公司产品的原材料主要构成为钢材铸件，上游供应商数量较多，竞争充分，公司每年通过综合评

估择优选择，议价能力较强。 

替代品的威胁（3） 
砌块成型设备主要用于新型墙材推广和固废处理，均属于国家大力推行的节能环保产业，替代品

主要为不同工艺路线的新型墙材生产和固废处理技术，威胁程度值得关注。 

同业竞争程度（4） 

国内砌块装备行业多为中小微企业，公司销售额居前（2014年占比为33% ），国内竞争能力领先；

国际市场中，我国砌块装备产业属第三梯队，但胜在显著的性价比优势（公司同类产品仅需国际

同类产品的20% ~50% ），随着产品质量提升，国际竞争力仍有望提升。 

总分（18） 企业核心竞争力较强。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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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因素 

高端产品被竞争者仿制风险。 

公司的免托板机型和固废制砖移动工厂产品属于填补国内技术领域空白，在一定时期内对竞争对手仍构成技

术壁垒，但随着市场上中小厂家的跟风仿制，将对公司产品销售带来一定影响。 

6. 总体结论 

作为国内新型墙材装备龙头企业，卓越鸿昌把握市场形势，深度布局海外市场，实现销售收入的逆势提升和

业绩的快速发展。同时，瞄准国家节能环保产业战略和固废处理蓝海市场，凭借填补国内技术领域空白的固

废制砖移动工厂产品，内生性拓展环保工程服务，随着固废处理市场需求爆发，IMO 环保工程服务将成为公

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发展前景向好。 

7. 附注：技术或产品注释 

环保型砌块自动成型装备：公司主要产品，由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利用振动力使有关坯体成型为有一定粘

结力和一定形状砌块的机械装备，该装备可以适用于多种行业的材料成型，可综合利用各种固体废弃物如经

过处理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粉煤灰、矿渣等进行混凝土砌块的生产。 

IMO（Investment-Management-Operate）：IMO 代工业务模式，是由公司提供固废制砖移动工厂设备、生

产管理人员及工艺配方，客户提供场地、固废原料和成品销售渠道，在客户现场就地将固废转换成各类建材

成品，交由客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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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本报告出自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是福建卓越环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新三板挂牌主办券商，截至本

报告出具日也是该公司的新三板做市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系基于公

开资料独立撰写本报告，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避免利益冲突。请投资者了

解并关注相关风险，自主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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