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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华联（838867）2017 年中报点评   

 收入规模快速增长，布局隔膜制品领域 
  

2017 年 8 月 25 日   
当前价：9.74 元    

投资要点   

 收入规模快速增长。中科华联 2017H1 收入为 11,149 万元，同比增长
31.01%；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827 万元，同比减少 29.83%。净利润减少的
原因为人力成本增加和资产减值损失增加，2017H1 公司员工人数为 474

人，去年同期为 180人，人力成本相应增长；公司 2017H1毛利率为 28.39%，
同比下降 1.24pcts；管理费用率 9.14%，同比提升 2.33pcts；销售费用率
6.26%，同比提升 3.06pcts；财务费用率 3.16%，同比下降 0.80pcts。应
收账款 2017H1 净额为 1.94 亿元，较 2016 年底增加 4369 万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546 万元，去年同期为-3274 万元，主要原因为现
金流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5776 万元。 

 中科华联是国内湿法锂电隔膜设备龙头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
隔膜及其它高端微孔膜相关生产设备，提供整条湿法锂电池隔膜自动化生
产线解决方案，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生产 PE 隔膜制品。公司 2016 年前五大
客户分别为河南义腾、湖南润沅、辽源鸿图、沧州明珠、海通恒信，同时
覆盖天津东皋、上海恩捷、深圳冠力等多家国内知名锂电隔膜生产企业。
2016 年公司收入 2.99 亿元，同比增长 121.00%；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3569

万元，同比增长 52.75%。2016 年湿法锂电隔膜生产线、PE 隔膜制品和其
他收入分别为 2.82 亿元、1738.73 万元、57.03 万元，营收占比分别为
94.01%、5.80%和 0.19%。 

 持续研发投入，技术优势成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研发投入，2017H1 新获
2 项发明专利，并在耐高温芳纶锂离子电池复合隔膜及其制备方法方面有所
突破。公司目前拥有 41 项专利权，其中 13 项为发明专利，在湿法锂电池
隔膜生产的核心生产环节，公司自主研发的“双向同步拉伸”技术工艺技
术水平出色，被国家工信部门认定为国内首台套产品。 

 隔膜设备制造基地积极筹备，隔膜制品稳步扩产。公司湿法锂电池隔膜装
备制造基地正在筹备建设中，定位国际一流的隔膜类高端设备制造及研发
基地，制造基地包含 7000 平方米研究基地、7000 平方米制备车间、2500

平方米设备演示线，预计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6 亿元。此外，中科华联控
股子公司青岛蓝科途膜材料有限公司预计于 2017 年 10 月投产，主要产品
为锂电池 PE 隔膜，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在隔膜设备和隔膜制
品领域形成全方位立体式布局，随新建产能释放，公司业绩有望显著提升。 

 风险因素。政策变动调整风险；应收账款发生坏账风险；锂电隔膜市场产
能过剩风险。 

 盈利预测、估值及投资评级。中科华联是国内湿法锂电隔膜设备龙头企业，
现阶段全方位布局隔膜设备和隔膜制品业务，公司盈利空间可期。公司目
前交易方式为协议转让，最近交易日为 2017 年 8 月 15 日，市值 8.50 亿元
对应 2016 年 PE 23X，建议积极关注。 

  

项目/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H1 

营业收入（百万元） 62.61 135.65 299.80 111.49 

增长率 YOY% / 116.65 121.00 31.01 

净利润（百万元） 4.25 24.65 36.77 9.20 

增长率 YOY% / 479.41 49.20 -23.69 

每股收益 EPS（摊薄）（元） 0.05 0.28 0.42 0.11 

PE 200 34 23 92 

资料来源：中信数量化投资分析系统.。注：股价为 2017 年 8 月 24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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