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_Message]2016-07-18

公
司
研
究
报
告

公司点评报告

买入/维持
新都化工(002539)
目标价：18.50
昨收盘：15.35
[Table_Title]
化工 化学制品

坚定转型为消费品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三大业务稳步前行


走势比较

32%
17%
3%
(12%)
(27%)

新都化工

16/7/13

16/6/16

16/5/18

16/3/7

16/4/20

16/2/2

16/1/6

15/12/9

15/11/12

15/9/14

15/10/16

15/8/14

(42%)
15/7/20

太
平
洋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Table_Summary]
 事件：公司发布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总收入 31.83 亿元，
同比增长 9.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 亿元，同比增长
22.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0.76 亿元，同比增长
27.30%；基本每股收益 0.11 元，同比增长 0.05%。公司利润与去年同
期相比实现一定的增长，一是由于化工产品（磷化工产品、联碱产品
和工业盐）销售收入的增加，二是益盐堂 49%的股权实现了并表。另
外，半年报预计 2016 年 1-9 月公司净利润为 1.76 亿-2.24 亿，同比
增长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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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nfo]
 股票数据
总股本/流通(百万股)

1,010/407

总市值/流通(百万元)

15,505/6,244

12 个月最高/最低(元)

36.3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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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新都化工：15 年业绩增长较大，16 年
复合肥增利润、农村电商给亮点、盐改加
预期》--2016/02/28
《新都化工：农村电商基于农村刚需，哈
哈农庄有望厚积薄发》--201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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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肥板块坚持深度营销、加强品牌建设，为电商业务的开展提
供最坚实的保障。目前公司拥有复合肥年产能 465 万吨，其中普通复
合肥 50 万吨，新型复合肥 415 万吨（硝基复合肥 200 万吨、缓控释
复合肥 140 万吨、双膜肥 10 万吨、水溶肥 65 万吨）。报告期内，公
司参与起草的硝酸铵钾生产标准于 2016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彰显
了公司在行业内的较强实力。公司通过销售渠道的深度布局和品牌效
应的不断建设，一方面实现了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另外有利保证了公
司哈哈农庄电商业务的推行。
 电商业务处于前期投入阶段，公司转型意愿较强。哈哈农庄依托
于公司线下 2000 多家县级复合肥经销商及近 6 万个乡镇零售网点，
于 16 年 1 月开始试运营，于 16 年 3 月开始向全国大面积推广，截至
报告期末，会员数突破 19.98 万名，哈哈商城交易额突破 7,782.5 万
元，哈哈财神理财累计成交额突破 9.42 亿元。哈哈农庄拟在全国中
小城市建设 1000 家县级体验中心，并与腾讯游戏、网鱼信息科技以
及铂雷科技合作，利用拟建设的县级体验中心建设连锁电竞网咖，以
提升县级体验中心的盈利能力。公司在电商业务板块的不断投入，说
明了公司较为坚定的从传统制造企业转型的决心。
 品种盐业务不断深化渠道布局，为盐改后进入食盐流通和销售领
域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公司已与全国 18 个省份的盐业公司建立
了业务合作关系，在全国布局了五大品种盐基地，报告期内，公司又
与广东省盐业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广盐股份签订了战略入股意向协
议书，共同应对盐改后的市场化竞争。2017 年盐改方案将开始实行，
公司品种盐产能有望大幅提升，将带来利润的大幅增长。而公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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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具备食盐定点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在食盐运营方面的活力和成
长性方面具备长期优势。
 估值与评级。公司电商板块业务的开展需要较大前期投入，对公
司业绩增长带来一定影响；但随着公司电商业务的开展和品种盐产销
量的提升，公司后期具备较大利润增长空间。我们预测公司 2016-2017
年 EPS 分别为 0.35 元和 0.58 元，对应 7 月 15 日收盘价 15.35，PE
值分别为 44X 和 26X，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复合肥行业竞争加剧；电商业务能否顺利实现盈利；
品种盐推广进度不及预期。
[Table_ProfitInfo]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2015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百万元)

4667.04
2013

5837.73

6523.17

8107.90

净利润(百万元）

113.52

200.59

352.13

583.60

摊薄每股收益(元)

0.11

0.20

0.35

0.58

资料来源：太平洋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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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1、行业评级
看好：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上；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 5%之间；
看淡：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下。

2、公司评级
买入：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 5%与 15%之间；
持有：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卖出：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低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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