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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主要观点 

专注滚针轴承制造，业绩稳健发展 

公司主要产品为“中华牌”滚针轴承、单向轴承、推力滚针轴承、圆

柱滚子轴承、滚轮滚针轴承等各类和滚动体，广泛应用于汽车及零部

件、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及园林机械、工程机械及零部件、国防工业

等各领域，与博世、马格纳、松下等相关领域跨国公司建立了良好的

供应链关系。近年来公司业绩稳步增长，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27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0.23 亿元。 

国内企业竞争格局分散，龙头占有率有望提升 

我国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外的第四大轴承消费市场，下游需求主要

分布在汽车、电工、机床、工程机械、风电等领域。据中国轴承工业

协会估计，2020 年仅汽车领域轴承需求量就将达到 350 亿元。 

滚针轴承具有外径小、质量轻、惯性力小、刚性大等优点，可用于动

力总成、底盘、空调等，占每辆汽车约 80 套轴承中的 30%左右。德

国舍弗勒集团滚针轴承销售量占到全球销量的近一半，国内中小企业

竞争格局分散，行业内龙头有望收益国产替代和市场集中度提升。 

扩产项目投产在即，持续挖掘市场空间 

公司作为专注于滚针轴承细分市场的轴承生产商，拥有完整的滚针轴

承设计开发、工艺加工、检测和试验的能力，部分技术已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目前公司滚针轴承产量全国领先，随着公司年产轴承8000万

套，滚针5亿支的扩产计划逐步建成投产，公司将持续挖掘市场空间，

细分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投资建议 

我们预计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2.62 亿元、3.01 亿元、3.55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48 亿元、0.54 亿元、0.62 亿元，对

应 EPS 为 0.72 元、0.81 元、0.94 元，对应 PE 为 12.77 倍、11.29 倍、

9.73 倍，给予“谨慎增持”评级。 

 

 数据预测与估值： 

 

  

 

至 12 月 31 日（￥.百万元）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242.15  261.52  300.75  354.89  

年增长率 0.56% 8.00% 15.00% 18.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0  47.52  53.75  62.36 

年增长率 38.46% 14.78% 13.12% 16.01% 

每股收益（元） 0.63  0.72  0.81  0.94  

PE 14.66 12.77 11.29 9.73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注：有关指标按最新股本摊薄，股价截止 2017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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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概况 

1.1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为轴承（包括滚针轴承、单向轴承、推力滚针

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滚轮滚针轴承等）和滚动体，注册商标“中

华牌”、“SZZH”，产品应用于汽车及零部件（动力总成系统、底

盘系统、空调系统等）、家用电器（全自动洗衣机、空调压缩机等）、

电动工具及园林机械、工程机械及零部件、国防工业等各领域。 

 

表 1 公司产品类型及用途 

产品分类 产品名称 用途 

滚针轴承 

实体套圈滚针轴承 卡车转向系统、汽车空调压缩机、工程机械液压泵等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汽车变速箱、分动器、增压器、转向系统、空调压缩

机、底盘刹车系统、车桥系统，启动电机，电动工具、

工程液压机构、农林机械等 

向心滚针和保持架组件 
汽车、摩托车、工程机械的传动轴和齿轮箱及连杆轴

配置及电动工具等 

单向轴承 
圆柱滚子离合器和球轴承组件 全自动洗衣机、转换器、止回装置 

冲压外圈滚针离合器 转换器、止回装置、超越离合器 

推力滚针轴承 
汽车变速箱、耦合器、空调压缩机、转向器，电动工

具、工程液压机械、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 

圆柱滚子轴承 
变速箱、空调压缩机、大中型电动机、内燃机、轧钢

机以及起重运输机械等 

滚轮滚针轴承 
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的发动机、电动工具、纺机、

农机、印刷机械、工程机械及自动仪表等 

滚动体 配套各类轴承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1 公司轴承产品图示 

 

数据来源：公司网站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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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权结构 

公司为上市公司创元科技（000551.SZ）的控股子公司，创元

科技持有公司 47.50%股权，创元科技实际控制人苏州市国资委是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朱志浩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 5.55%，

同时任创元科技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股

5.23%，参与人为公司核心员工。 

 

表 2 公司股权结构（2016 年中报）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350,000  47.50  

2  朱志浩 3,660,000  5.55  

3  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五年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450,000  5.23  

4  潘国良 2,164,500  3.28  

5  张祖德 1,708,500  2.59  

6  张小玲 1,663,500  2.52  

7  傅勤衡 1,599,000  2.42  

8  邹恒霞 1,594,000  2.42  

9  彭君雄 1,554,000  2.35  

10  张文华 1,156,000  1.75  

 合    计 49,899,500  75.61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2 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2016 年中报）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1.3 财务表现 

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净利润情况逐年改善。2014

年至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 亿元、2.42 亿元、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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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22.28%、0.56%、1.84%；实现归属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0.30 亿元、0.41 亿元、0.23 亿元，同比增长 49.96%、

38.46%、7.73%。 

 

图 3 2012 年~2016 年营业收入（百万元） 图 4 2012 年~2016 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百万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据公司 2015 年年报，主营收入中轴承产品占 89.68%，滚动体

占 8.59%，轴承产品中滚针轴承、推力滚针轴承、单向轴承、圆柱

滚子轴承、滚轮滚针轴承等分别占主营收入的 56.63%、21.10%、

6.85%、3.95%、1.24%。同时，公司海外收入占比较高，达 40.26%，

国内收入占 59.74%。 

 

图 5 2015 年产品收入构成（%） 图 6 2014 年国内外营业收入占比（%） 

57.52%
21.47%

6.97%

4.02%

1.26%

8.75%

滚针轴承

推力滚针轴承

单向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滚轮滚针轴承

滚动体

 

59.74%

40.26%
中国大陆

国外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公司销售毛利率保持稳定，销售净利率则得益于财务费用、

管理费用的下降得到持续提升。2014 年至 2016 年上半年销售毛利

率分别达到 37.31%、39.25%、39.53%，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12.41%、

17.09%、17.77%。期间费用率方面，公司销售费用率水平保持稳

定，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下降明显，2014 年至 2016 年上半年

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23.28%、21.4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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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2 年~2016 年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 图 8 2012 年~2016 年期间费用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二、滚针轴承市场外资份额高，国内企业有望受

益国产替代 

2.1 全球轴承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轴承是机械装备的关键基础零部件，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

交通运输、国防、航空航天、家用电器、办公设备等领域，它的

精度、性能、寿命和可靠性对主机的使用性能和可靠性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据中国产业信息网，2014年全球轴承市场规模达759亿

美元，2020年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182亿美元，年均增速约为7.7%。 

目前全球轴承市场被瑞典的SKF、德国的INA（舍弗勒集团旗

下，已收购FAG）、美国的TIMKEN（已收购TORRINGTON）、日

本的NSK、NTN、KOYO、NMB、NACHI等世界八大轴承企业所

垄断，合计市场占有率超过70%。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轴承生产尽

管迅速发展，但企业规模仍然普遍较小，市场空间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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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全球轴承市场规模（亿美元） 图 10 2013 年各大轴承生产企业销售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搜狐 上海证券研究所 

 

国内方面，我国轴承市场规模占全球轴承市场规模总量的10%

左右，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外的第四大轴承消费市场。从下游

需求看，我国轴承需求主要分布在汽车、电工、机床、工程机械、

风电等各领域。中国轴承工业协会估计，2013年轴承需求量分别

为250亿元、90亿元、6亿元、43亿元、39亿元，2020年这些领域

的轴承需求量将分别达到350亿元、128亿元、90亿元、60亿元和

55亿元。 

 

图 11 全球主要轴承市场规模占比（%） 图 12 国内轴承需求量分布（亿元） 

23%

2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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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轴承工业协会 上海证券研究所 

 

2.2 滚针轴承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电动工具等领域 

轴承可分为球轴承和滚子轴承两类，滚子轴承则包括滚针轴

承、圆柱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调心滚子轴承等。相比其他

类型轴承，滚针轴承在承受相同载荷的情况下外径较小、质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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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并具备惯性力小、刚性大等优点，广泛应用于汽车的动力总

成系统、底盘系统、空调系统等，以及摩托车发动机、家电中的

空调压缩机、洗衣机等领域。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统计，每辆汽车

需要装配、备用维修的约80套各类轴承中，滚针轴承、深沟球轴

承及圆锥滚子轴承分别占30%、21%、34%。2015年，国内汽车用

滚针轴承需求量约6.87亿套，用于摩托车、电动工具需求量则约为

1.28亿套、0.38亿套，合计约8.53亿套。 

 

图 13 汽车轴承需求结构（%） 图 14 国内滚针轴承市场规模（亿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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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滚针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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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滚子轴承

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上海证券研究所 

 

2.3 舍弗勒集团占据主导，国内滚针轴承竞争格局分散 

德国舍弗勒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滚针轴承生产制造商，滚针轴

承销售量占到全球销量的近一半，其滚针轴承国内工厂位于江苏

太仓。舍弗勒集团旗下有INA、FAG、LuK三大品牌，代表滚动轴

承、滑动轴承、直线系统等产品。而国内尤其是苏锡常地区中小

型轴承生产企业众多，滚针轴承产量规模较大的包括万向集团、

苏轴股份、光洋股份、南方轴承等，江苏联动、人本集团、容天

乐等企业则以其他类型轴承为主。据公开信息，2015年光洋股份、

苏轴股份、南方轴承、江苏联动轴承产品收入分别为4.09亿元、2.42

亿元、1.84亿元、1.42亿元。由于国内市场舍弗勒市场份额较高，

中小企业竞争格局分散，国内滚针轴承龙头企业有望通过国产替

代及提升国内企业集中度而受益。 

 

表 3 国内主要滚针轴承生产商产品及客户情况 

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应用 客户名称 

苏轴股份 滚针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滚针 
汽车 博格华纳、上汽、马格纳、天合等 

家电 松下等 

南方轴承 滚针轴承、单向离合器、启动齿 汽车 法雷奥、博世、西门子、马格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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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外球面轴承 摩托车 本田、铃木、雅马哈、大长江等 

电动工具 百得、喜利得、牧田等 

光洋股份 

滚针轴承、滚子轴承、离合器分

离轴承与轮毂轴承单元、同步器

中间环及工程机械轴承 

汽车 

一汽、东风、上汽、长安、重汽、奇瑞、吉利、

长城、陕西法士特、綦江齿轮、上海汽车变速器、

重庆青山、采埃孚、伊顿、爱信、格特拉克等 

江苏容天乐 滚针、短圆柱和水泵系列轴承 
汽车 一汽、二汽、重汽、东安动力、长安汽车等 

摩托车 轻骑、隆鑫、轰达等 

江苏联动 
深沟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单

向组合轴承、非标准类型轴承 

家电 伊莱克斯、松下、美的、三星、日立、惠而浦等 

汽车 比亚迪 

人本集团 滚动轴承为主 家电 海尔、美的、小天鹅、松下、三星、惠而浦等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15 2013 年~2015 年国内厂商轴承产品收入（百万元） 图 16 2013 年~2015 年国内厂商轴承产品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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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2.4 自主品牌汽车销售情况良好，带动汽车领域轴承需求 

近年来，自主品牌汽车产销量增速及市场占有率均有所回升，

推动上游汽车零部件企业订单情况回暖，汽车轴承作为重要的汽

车零部件有望持续受益。2016年，国内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约

1050.39万辆，增速达20.75%，同时市场占有率也由2014年的低点

38.31%持续回升至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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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09 年-2016 年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辆） 图 18 2009 年-2016 年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 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滚针轴承专业生产商，新增产能投产在即 

3.1 参与制定多项滚针轴承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公司掌握设计、生产、调试、测试等环节涉及到的各项核心

技术，拥有完整的滚针轴承设计开发、工艺加工、检测和试验的

能力，部分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截止 2015 年底，公司拥有

17 项专利，其中 4 项为发明专利。同时，公司近年来积极参与国

家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已作为主持和参与起草单位完成了多项标

准的制定。 

 

表 4 公司核心技术 

 技术名称 作用和影响 

1 
滚针轴承保持架冲压、卷圆和焊

接连线生产技术 

采用自动生产，提高材料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质量稳定性；提升公司产品

档次，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成本。 

2 推力轴承保持架复合成型技术 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保持架可靠性。该技术使公司产品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3 推力垫片级进模生产技术 
采用自动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稳定性。提升产品档次，提高自动化

程度、降低成本。 

4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自动装配、检

测连线生产技术 

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自动化生产，提高产品的装配及检测质量。 

5 推力轴承漏针检测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自动化检测，提高产品检测质量和可靠性。 

6 冲压外圈整体淬火技术 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潜在失效风险。 

7 滚针轴承寿命试验技术 保证产品质量可靠性，同时降低轴承试验考核周期，缩短新项目开发周期。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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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公司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类别 标准号 

1 有保持架滚针轴承结构型式和基本尺寸 行业标准 JB2582-1979 

2 滚动轴承轻中系列滚针轴承 国家标准 GB5801-1986 

3 滚针轴承向心滚针和保持架组件 行业标准 JB2581-1979 

4 滚针轴承代号方法 国家标准 GB/T272-1993 

5 滚针轴承零件 滚针轴承套圈公差 行业标准 JB/T58005-82 

6 连杆用滚针轴承组件 行业标准 JB/T3372-2004 

7 滚动轴承代号方法的补充规定 行业标准 JB/T2974-1993 

8 滚动轴承冲压外圈滚针离合器 行业标准 JB/T11251-2011 

9 滚动轴承圆柱滚子离合器和球轴承组件 行业标准 JB/T11252-2011 

10 滚动轴承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技术条件 行业标准 JB/T8878-2011 

11 滚动轴承游隙第 1 部分 向心轴承的径向游隙 国家标准 GB/T4604.1-2012 

12 滚动轴承汽/柴油发动机起动电机用滚针轴承 行业标准 审核中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上海证券研究所 

 

3.2 进入汽车、家电、电动工具等各行业知名企业供应链 

公司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轴承制造企业，主要目

标客户定位于全球知名的汽车、家电、工程机械主机零部件商，

并已与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随着公

司对相关客户产品与工艺的认识不断加深，客户对公司研发能力、

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精度、交货时间等整体认可度不断提高，

公司已与众多下游客户形成了稳定供应链关系，具有业务持续、

稳定性。 

 

表 6 公司各行业主要客户情况 

所属行业 主要客户名称 客户简介 

汽车 

BorgWarner TorqTransfer System,Inc 

世界著名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在世界各地有专业生产和

研发基地，是公司的重要海外客户。 

WIA Magna Powertrain Co 

TRW Automatibe US LLC. 

ZF Lanksystems GmbH 

上海纳铁福传动轴有限公司 GKN 与上汽集团合资，传动轴产品乘用车市场占有率极高。 

家电 

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国际家电业跨国公司，专业生产松下牌全自动洗衣机。 

肇庆自动化仪表二厂有限公司 为海尔等品牌配套全自动洗衣机离合器。 

广州日立压缩机有限公司 跨国家电生产商，为格力、美的配套中高端商用空调压缩机。 

大连三洋压缩机有限公司 跨国家电生产企业，专业生产大型冷冻压缩机。 

工程机械 泊姆克(天津)液压有限公司 著名工程机械配套企业，中高端液压泵专业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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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ER-DANFOSS Sp.z.o 欧洲最大的低速高扭力液压马达的生产厂家。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新加坡在华独资企业，国内最大的起重机生产企业之一。 

伊顿液压系统(济宁)有限公司 液压市场的专业生产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二十多家工厂。 

电动工具 

博世电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 全球最大专业电动工具生产跨国公司。 

麦太保电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 全球电动工具的中高端品牌的专业制造公司。 

江苏东成工具有限公司 国内最大的电动工具专业生产公司，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较早生产电动工具的生产厂家。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19 公司国内主要客户分布 图 20 公司国外主要客户分布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上海证券研究所 

 

2015 年，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博格华纳、柳州上汽变速器、马

格纳、松下、天合等，均为国内外知名企业，前五大客户销售收

入合计约占年度营业收入的 30%左右。 

 

图 21 2015 年公司主要客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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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公告 上海证券研究所 

 

3.3 新建 8000 万套轴承产能投产在即 

公司年产轴承 8000 万套，滚针 5 亿支生产厂房建设工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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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步建成投产，公司产能将有效提升，有利于公司持续挖掘市

场空间、增加滚针轴承市场占有率。据公司公告，该项工程于 2016

年 2 月动工，合同工期 300 天，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已完成全

部工程总量的 25%左右。 

 

四、盈利预测 

4.1 预测假设 

（1）公司新客户开拓情况良好，新建产能项目按期投入生产

并逐步释放产能。 

（2）公司自动化水平及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基本消除原材料

成本上涨影响，毛利率水平保持稳定。 

 

4.2 盈利预测 

我们预计，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2.62 亿元、3.01

亿元、3.55 亿元，同比增速 8%、15%、18%，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0.48 亿元、0.54 亿元、0.62 亿元。按目前公司总股本数 66

万股、2017 年 3 月 21 日股价 9.19 元计算，对应 EPS 为 0.72 元、

0.81 元、0.94 元，对应 PE 为 12.77 倍、11.29 倍、9.73 倍，给予“谨

慎增持”评级。 

 

五、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风险、应收账款坏账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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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表 

表 7 损益简表及预测（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Table_ProfitDetail] 指标名称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一、营业总收入 240.81  242.15  261.52  300.75  354.89  

二、营业总成本 211.22  202.55  213.62  245.51  289.52  

营业成本 150.97  147.12  156.91  180.45  212.9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3  2.28  2.62  3.01  3.55  

销售费用 10.79  12.23  11.25  12.93  15.26  

管理费用 42.03  40.58  41.84  48.12  56.78  

财务费用 3.23  -0.81  0.00  0.00  0.00  

资产减值损失 2.16  1.16  1.00  1.00  1.00  

三、其他经营收益 0.01  0.19  0.00  0.00  0.00  

四、营业利润 29.61  39.79  47.90  55.24  65.36  

加：营业外收入 5.67  8.71  8.00  8.00  8.00  

减：营业外支出 0.12  0.03  0.00  0.00  0.00  

五、利润总额 35.15  48.47  55.90  63.24  73.36  

减：所得税 5.26  7.08  8.39  9.49  11.00  

六、净利润 29.90  41.40  47.52  53.75  62.36  

减：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0.00  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90  41.40  47.52  53.75  62.36  

七、摊薄每股收益（元） 0.45  0.63  0.72  0.81  0.94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注：有关指标按最新股本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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