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行情回顾  

上周沪深300指数下降2.71% ，国防军工板块上涨3.18%，军工板块跑赢5.89%。

从行业来看，在中信30个一级子行业中，军工行业排名第1位。 

 本周核心观点 

上周，军工板块出现明显反弹，年报业绩高增长的个股涨幅较好，如中航高科

+13.5%、北摩高科+10.6%。随着年报、一季报的陆续披露，我们认为军工行业景

气度有望持续提升，建议关注航空、导弹、碳纤维产业链相关个股。①行业基本

面。短期，疫情影响消除，军工核心资产订单持续提升，全年业绩有望稳定增长。

中期，新型主战装备批产提速、实弹训练以及地缘政治影响有望提升军队采购量，

“十四五”期间军队采购需求将显著提升。长期，武器装备存量仍然偏低，新型

装备占比较小，未来军费投入有望提升。②板块估值。中证军工指数估值处于历

史中枢位置，后续仍有提升空间。③基金持仓比例。基金重仓持股比例连续两个

季度回升，但和15年高点持仓相比，提升空间大。 

 上周事件点评 

一周双射，星链项目部署加速。3月15日，SpaceX成功发射第22批60颗星链互联

网卫星，一周之内成功发射两批星链卫星，SpaceX的入轨星链总数已达1320颗，

已经实现了初步组网的能力。按照计划，SpaceX将在2019年至2024年间，向太空

发射1.2万颗微型卫星，并利用这些卫星搭建起覆盖全球的天基互联网。SpaceX

此前估计星链的建设成本超过100亿美元，但同时认为该网络每年可带来高达300

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其现有火箭业务年收入的10倍以上。根据媒体披露，自公

开测试版开始以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星链在美国和国外已经拥有超过1万名

用户，并且SpaceX正在向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申请许可，将该公司的星链卫

星宽带互联网服务扩展到飞机、船只和汽车。去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指出信

息基础设施是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

施，将卫星互联网首次纳入“新基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范畴，未来我国低轨

卫星领域有望快速发展。 

 建议关注 

①受益于主战装备进入批量生产阶段的核心主机厂：中航沈飞、中直股份、航发

动力；②保持稳定增长的军工上游电子元器件厂商：航天电器、鸿远电子、宏达

电子、振华科技、中航光电、火炬电子；③国防信息化核心标的：睿创微纳、雷

科防务；④业绩实现快速增长的材料领域厂商：中航高科、光威复材。 

本周组合：航天电器、中航高科、鸿远电子、中航光电 

 风险提示： 

武器装备列装低于预期；科研院所改革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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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与财务指标 

代码 重点公司 
现价 EPS PE 

评级 
3月 19日 2019A 2020E 2021E 2019A 2020E 2021E 

600760 中航沈飞 63.50  0.63 1.08 1.22 101  59  52  推荐 

600038 中直股份 47.27  1.00 1.25 1.56 47  38  30  推荐 

002025 航天电器 45.15  0.94 1.10 1.38 48  41  33  推荐 

002179 中航光电 63.96  1.04 1.32 1.87 61  48  34  推荐 

603678 火炬电子 55.97  0.84 1.35 2.04 67  41  27  推荐 

603267 鸿远电子 125.41  1.88 2.06 3.09 67  61  41  推荐 

000733 振华科技 49.25  0.58  1.10  1.77  85  45  28  推荐 

002413 雷科防务 6.13 0.13 0.19  0.25 47 32 25 推荐 

300699 光威复材 68.54  1.01 1.26 1.60 68  54  43  推荐 

300726 宏达电子 65.60  0.73 1.21 1.70 90  54  39  推荐 

600862 中航高科 26.05  0.40 0.35 0.47 65  74  55  推荐 

688002 睿创微纳 88.64  0.49 1.33 1.75 180  67  51  推荐 

600893 航发动力 48.62  0.48 0.52 0.68 101  94  72  暂未评级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航发动力估值选取 wind 一致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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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 

1.1 短期观点：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持续看好军工投资价值 

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持续看好军工投资价值。我们认为军工行业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

后续行业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短期来看，军工行业已经完全从疫情中恢复，核心资产订单持

续提升，全年业绩有望实现稳定增长。中期来看，“十四五”期间，新型主战装备批量列装，

实战化训练加强提升弹药消耗，地缘冲突和国际局势增加战略储备，军队采购将显著增长。长

期来看，我国军费占 GDP 的比重不到 1.3%，相比西方发达国家 2%-4%的占比仍然较小。另

外，我国武器装备存量不足，以军机为例，美国军机数量为我国的 4 倍，随着新型主战装备批

产加速，未来军队采购需求空间广阔。 

估值仍处于历史中枢偏下位置，基金重仓持股比例仍然较低。中证军工指数动态估值处于

历史中枢偏下位置，军工行业估值提升仍有较大空间。从基金重仓持股角度看，2020Q4 全基

金军工重仓持股比例为 2.97%，环比 Q3 再次增加 0.37pct，军工重仓持股比例连续两个季度回

升，目前已处于 2014Q3 的水平，2015 年的高点重仓比例高达 4%以上。随着近期军工行业关

注度的持续提升，基金重仓持股比例有望持续提升。 

1.2 成长逻辑：“十四五”采购大幅提升，军工基本面有望持续向好  

①新型主战装备进入批产期。70 周年国庆阅兵中首次公开亮相了包括 15 式轻坦、直-20、

东风-17 常规导弹、东风-41 洲际导弹在内的多款新型主战装备，表明我国新型主战装备已经

开始进入批产阶段，后续采购列装将快速推进；②“十四五”武器装备采购有望大幅提升。随

着地缘局势紧张，亟需进行战略储备，根据我们在产业链中的调研，“十四五”期间武器装备

采购有望大幅提升，尤其是具备消耗品属性的导弹。③军费稳定增长、装备费占比提升。2021

年，国防军费预算 1.36 万亿元，增速为 6.8%，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趋势。《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中披露，2017 年我国装备费占军费的比重为 41.1%，近年来该比例不断提升，表明武器

装备采购力度逐步增长。 

1.3 改革逻辑：国企改革不断推进，行业经营效率提升 

①央企股权激励限制放开，军工国企陆续开展。2019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

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股权激励业

绩考核有关要求。自此，多个军工国企陆续发布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将员工利益与公司捆绑，

对于企业、行业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②军品定价机制稳步推进。最新军品定价机制改

革正在落实阶段，短期内对于军工企业的影响较小，但长期利好行业重塑和总装厂利润率提升； 

③科研院所改制。第一批 41 家科研院所改制试点仍在稳步推进，未来预计会有大量优质科研

院所资产通过改制注入上市公司。 

1.4 建议关注 

①国庆 70 周年阅兵中 15 式主战坦克、轰-6N 新型战略轰炸机、直-20 直升机、东风-17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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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导弹、长剑-100 巡航导弹、东风-41 核导弹等武器装备均为首次亮相，随着全新主战装备的

公开亮相，建议关注受益于主战装备进入批量生产阶段的核心主机厂：中航沈飞、中直股份、

航发动力； 

②电子元器件作为军工上游产业，其自身业绩的好坏直接反映了军工行业的业绩水平，建

议关注保持稳定增长的军工行业上游电子元器件厂商：鸿远电子、宏达电子、振华科技、中航

光电、火炬电子、航天电器； 

③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推进国防信息化建设，特别是装备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

国产化，随着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投入不断增加，建议关注国防信息化核心标的：睿创微纳、

雷科防务； 

④军工材料领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业绩低谷，目前板块业绩转好，建议关注业绩实现快速

增长的材料领域厂商：中航高科、光威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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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周重点行业事件和公司事件点评 

①事件：3 月 15 日，SpaceX 成功发射第 22 批 60 颗星链互联网卫星。 

一周双射，星链项目部署加速。3 月 15 日，SpaceX 成功发射第 22 批 60 颗星链互联网卫

星，一周之内成功发射两批星链卫星，SpaceX 的入轨星链总数已达 1320 颗，已经实现了初步

组网的能力。按照计划，SpaceX 将在 2019 年至 2024 年间，向太空发射 1.2 万颗微型卫星，

并利用这些卫星搭建起覆盖全球的天基互联网。SpaceX 此前估计星链的建设成本超过 100 亿

美元，但同时认为该网络每年可带来高达 300 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其现有火箭业务年收入的

10 倍以上。根据媒体披露，自公开测试版开始以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星链在美国和国外

已经拥有超过 1 万名用户，并且 SpaceX 正在向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申请许可，将该公司

的星链卫星宽带互联网服务扩展到飞机、船只和汽车。去年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指出信息

基础设施是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将卫星互

联网首次纳入“新基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范畴，未来我国低轨卫星领域有望快速发展。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7 

[Table_Page] 
周报/军工行业 

 

3 行情回顾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下降 2.71% ，国防军工板块上涨 3.18%，军工板块跑赢 5.89%。从行业

来看，在中信 30 个一级子行业中，军工行业排名第 1 位。 

图 1：军工行业上周涨跌幅靠后中信 30 个子行业中的第 1 位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目前，军工行业整体动态估值为 57.60X，我们选取历史维度，历史中位数为 7.72X，当前

估值水平为历史 15.09%分位点，处于底部位置。 

图 2：军工行业估值处于历史中 15.09%分位点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军工六个子板块中，材料、国防信科、航空、航天、地面兵装、船舶上周涨跌幅分别为 3.51%、

3.33%、2.76%、2.75%、1.1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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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军工行业六个子板块中材料涨幅最大，为 3.51%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上周，军工行业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旋极信息（25.24%）、中航高科（13.46%）、四

创电子（10.29%）、鸿远电子（9.96%）、爱乐达（9.74%）；军工行业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

*ST 华讯（-11.00%）、精准信息（-5.64%）、西仪股份（-5.30%）、赛微电子（-5.02%）、万

泽股份（-4.42%）。 

表 1：上周军工行业涨跌幅前五公司 

涨幅排名前五 跌幅排名前五 

排名 公司 收盘价 涨幅（%） 排名 公司 收盘价 跌幅（%） 

1 旋极信息 3.92 25.24% 1 *ST华讯 1.78 -11.00% 

2 中航高科 26.05 13.46% 2 精准信息 7.53 -5.64% 

3 四创电子 48.55 10.29% 3 西仪股份 6.61 -5.30% 

4 鸿远电子 125.41 9.96% 4 赛微电子 21.39 -5.02% 

5 爱乐达 43.95 9.74% 5 万泽股份 12.55 -4.42%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本周重要股东交易活动主要包括，北化股份股东减持 1,098.00 万股，减持金额为 7,117.04

万元；北方股份股东减持 340.00 万股，减持金额为 5,258.30 万元；安达维尔股东减持 255.00

万股，减持金额为 3,833.23 万元；东土科技股东减持 208.00 万股，减持金额为 1,383.09 万元；

菲利华股东减持 15.40 万股，减持金额为 575.02 万元。 

表 2：本周重要股东交易汇总 

公司 变动次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股份数

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市值

（万元） 

北化股份 1 减持 -1,098.00 -7,117.04 

北方股份 1 减持 -340.00 -5,258.30 

安达维尔 1 减持 -255.00 -3,833.23 

东土科技 1 减持 -208.00 -1,383.09 

菲利华 3 减持 -15.40 -575.02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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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周新闻汇总 

【新浪网】台媒：台美建构联合反导机制 对付解放军新式导弹。台湾《联合报》网站 3月 14

日发表报道称，台当局防务部门表示，解放军陆续换装新式导弹，台当局防务部门须持续与美

军共同研商防御对策，以建立协同作战环境，台美“整体空中及导弹防御”等台美联合防空交

流必须持续执行。 

【新浪网】安倍胞弟担任日本防卫大臣后 罕见称要盯紧台海局势。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站 3 月 15 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13 日谈到解放军军力时公开表示日本要盯紧台海局

势，他说日本必须关注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失衡的课题。 

【新浪网】美日 2+2 会谈前夕 两国在东海进行联合防空战斗训练。据美国“军事”网站 3 月

15 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近日表示，美国海军正在考虑此前有关重建美国海军第

一舰队的提议，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力量。 

【新浪网】美将军叫嚣要用装甲部队打赢中国 靠这款"未来战车"。3月 12日美国陆军官方网

站报道，美军下一代战车跨职能小组的主任罗斯·科夫曼少将在一次视频会议上公开表示，中

国是美军的头号威胁，这可能促使美军装甲部队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新浪网】港媒：美国将向台湾提供 3 种潜艇关键技术设备。俄罗斯卫星社援引香港《南华早

报》消息称，台湾防务部门表示，美国将向台湾提供潜艇关键技术设备。报道称，美国同意向

台湾提供 3 种潜艇设备：数字声呐系统、综合作战系统和潜望镜。交货时间和合同金额未公

开。 

【新浪网】美媒：未来几周内 美军 B52轰炸机将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3 月

12 日发表题为《美国空军称，本月将测试高超音速武器》的报道称，据美空军称，在未来几周

的某一时刻，一架 B-52H战略轰炸机将携带一枚高超音速导弹高空飞行，并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向目标发射这枚导弹。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那么这枚导弹将加速至超过 5 马赫的速

度，然后在大气中的某个地方迅速“解体”。 

【新浪网】美媒：美高官访问日韩之际 解放军三大海域密集演练。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

3 月 16 日报道，中国媒体报道称，解放军海军在该国三大周边海域进行了“密集”的战斗演

练。报道称，在拜登政府对东京和首尔展开其首度外交访问之前，中国海军同时发布了来自其

北部、东部和南部战区的信息和图像。 

【新浪网】俄媒评乌克兰阻止中方购"动力沙皇"：一定会付出代价。俄新社网站 3月 17 日发

表一篇俄记者瓦列里·米哈伊洛夫撰写的评论文章，回应了乌克兰专家在马达西奇公司遭乌克

兰政府“收归国有”的一个奇葩想法：从美国那里获得 36 亿美元的赔偿金，用来弥补由于乌

克兰政府将马达西奇公司“收归国有”而给乌克兰可能带来的金融制裁损失。 

【新浪网】国产重型火箭用氢氧发动机喷管研制成功。近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

211厂成功研制出重型氢氧发动机喷管，代表着一院 211 厂大尺寸不锈钢部件的扩散钎焊技术

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该喷管的成功研制，为我国大直径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

https://mil.news.sina.com.cn/china/2021-03-11/doc-ikkntiak81559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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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新浪网】美列装"航母杀手"战斧导弹 或优先用于威慑中国军舰。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

18 日报道，美国海军将在下周接收最新版本的“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将拥有一种反舰

的改进型。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种导弹很大程度上用来对付中国的大型水面舰艇。此外，

美国海军还拥有远程反舰导弹、NSM 反舰导弹，美国的“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也具备对海打

击能力，甚至有学者提出方案，打算在西太水下预置打击模块用于作战。反水面作战已经成为

美国海军的重点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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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周公告汇总 

5.1 年度报告 

【中航高科】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29.12 亿元，同比增长 17.72%；归母净利润 4.31 亿

元，同比降低 21.88%。（03 月 15 日） 

【中航电测】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7.60 亿元，同比增长 13.93%；归母净利润 2.63 亿

元，同比增长 23.58%。（03 月 16 日） 

【*ST 湘电】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46.96 亿元，同比减少 9.77%；归母净利润 0.75 亿元，

同比增长 104.77%。（03 月 16 日） 

【赛微电子】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7.65 亿元，同比增长 6.55%；归母净利润 2.01 亿元，

同比增长 74.20%。（03 月 17 日） 

【七一二】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26.96 亿元，同比增长 25.95%；归母净利润 5.23 亿元，

同比增长 51.48%。（03 月 17 日） 

【北方导航】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30.06 亿元，同比增长 31.09%；归母净利润 0.62 亿

元，同比增长 40.14%。（03 月 17 日） 

【贵航股份】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22.36 亿元，同比增长 1.27%；归母净利润 1.50 亿元，

同比增长 11.19%。（03 月 17 日） 

【海格通信】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51.22 亿元，同比增长 11.18%；归母净利润 5.86 亿

元，同比增长 12.73%。（03 月 19 日） 

5.2 业绩快报 

【晨曦航空】公司 2020 年度归母净利润 0.61 亿元，同比增长 26.50%。（03 月 16 日） 

【西部材料】公司 2020 年度归母净利润 0.79 亿元，同比增长 28.88%。（03 月 16 日） 

5.3 业绩预告 

【西部材料】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 2500 至 3500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03 月

16 日） 

5.4 减持公告 

【新余国科】公司控股股东军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钢丝厂已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22.8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4%，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03 月 15 日） 

【精准信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赵志刚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崔保航先生、田斌先生已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20.8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0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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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极信息】公司董事长陈为群女士尚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03 月

15 日） 

【中简科技】公司原持股 5%以上股东赵勤民已减持公司股份 219.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本次减持计划已完成。（03 月 16 日） 

【东土科技】公司控股股东李平先生已减持公司股份 70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

（03 月 16 日） 

【亚光科技】公司控股股东太阳鸟控股已减持公司股份 983.8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03 月 16 日） 

【北化股份】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中兵投资已减持公司股份 1，09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0%。（03 月 17 日） 

【北方股份】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中兵投资已减持公司股份 34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0%。（03 月 17 日） 

【安达维尔】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咨询公司已减持公司股份 25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3 月 18 日） 

5.5 质押公告 

【银河电子】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质押公司股份 6,500.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7.1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77%；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6,500.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7.1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77%。（03 月 17 日） 

5.6 回购公告 

【旋极信息】公司终止实施 2019 年激励计划，对 286 名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482.77 万股进行注销，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482.77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03 月

15 日） 

【中航电测】公司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37.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成交总金额为

469.21 万元。（03 月 17 日） 

5.7 其他公告 

【东土科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平先生拟将其持有的 1,022.00 万股公司股份以

5.54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中航智能装备基金。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03 月 15 日） 

【中国重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07 亿元。（03 月 15 日） 

【安达维尔】公司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 75 名激励对象授予 995 万股限制性股票。（0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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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一机】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本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03 月 16 日） 

【*ST 湘电】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03

月 16 日） 

【雷科防务】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计 4,00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3.19%。（03 月 17 日） 

【宏大爆破】公司拟现金出资 6.93 亿元收购吉安化工 46.17%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

的合并产能将位居全国前三。（03 月 18 日） 

【星网宇达】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计 541.40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

（03 月 18 日） 

【中航光电】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331.7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23 日。（03 月 18 日） 

【宏大爆破】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广东环保”。（0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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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武器装备列装低于预期；科研院所改革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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