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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基建热潮+房产储备，雄安新区收益标的 

宝硕股份(600155) 
传统业务深耕河北，为雄安新区建设直接受益地 

宝硕股份注册地为河北保定，为雄安新区建设直接受益地。公司传统主营
业务为塑料异型材及管材管件产品，拥有的“宝硕”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 。公司建材业务集中在华北、华东地区，2016 上半年对原主业
总营收贡献比例超过 80%。公司参股保定宝硕新型建材公司、河北宝硕管
材等。受益于雄安新区建设掀起的基建投资热潮，公司传统主业有望迎来
新一轮增长。 

 

子公司宝硕置业在当地房地产储备有较大升值空间 

2013 年宝硕股份参股子公司保定宝硕置业（目前公司持有宝硕置业 40%

的股权），及宝硕置业公司下属的两家子公司保定宝硕新鼎及保定宝硕锦鸿
三家公司在河北保定市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面积 26.7 万平方米，
其中居住用地 25.5 万平方米，商服用地 1.2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获地
成本 4024 元/平方米，商服用地获地成本 6675 元/平方米。受益于雄安新
区建设，公司在保定的房产具有储备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以实业为根基，结合金融板块打造产融结合 

2016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收购华创证券 95.01%的股权，并配套
融资 73.6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华创证券资本金。华创证券是业内机制较
为灵活，特色鲜明的券商。实现了核心员工和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人才生
产力可持续释放。敏锐布局互联网金融，打造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雄安
新区建设将为宝硕股份传统业务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同时结合新希望集团
农业客户、设施建设等实业的投融资需求，公司有望通过开发创新跨机构、
跨市场、跨领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产业资本、客户资源和金融资源
的对接，形成具有特色的产融结合模式。 

 

看好华创特色化模式+高流动性优势，维持买入评级 

华创证券收购完成和配套融资后，公司市值近 250 亿元，实际流通盘不到
50 亿元，居券商板块最低水平，具备流通性高、灵活性强的优势。华创证
券特色化运作模式及旗下金融交易平台、互联网金融特色优势鲜明，未来
具备较大成长性。结合公司 2016 年业绩预告调整盈利预测及目标价，预
计 2016-2018 年 EPS 分别 0.3、0.39 和 0.45，对应的 PE 分别为 43、33

和 29，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业务开展不如预期，市场波动风险。 

 

 

 
 

  

总股本 (百万股) 1,740 

流通 A 股 (百万股) 412.50 

52 周内股价区间 (元) 10.86-18.00 

总市值 (百万元) 22,440 

总资产 (百万元) 23,523 

每股净资产 (元) 4.4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会计年度 2014 2015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百万元) 409  349  2264  2834  3187  

+/-%  471% -15% 550% 25% 12% 

净利润 (百万元) (147) 226  524  682  783  

+/-%  -121% -253% 132% 30% 15% 

EPS (元，最新摊薄) (0.31) 0.47  0.30  0.39  0.45  

PE (倍) (42) 27  43  33  2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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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投资评级：买入（维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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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业务深耕河北，为雄安新区建设直接受益地 

 

宝硕股份注册地为河北保定，为雄安新区建设直接受益地。公司主营塑料管型材产品，其

“宝硕”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具有一定品牌优势，产品品质得到市场广泛认可。

由于河北及相邻省份塑料管型材产品产能较低，公司产品在此区域市场占有率具备一定优

势。公司以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为主，工艺设备配备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在技术工艺及生

产装备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参与管型材领域多个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国

内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及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

康安全体系认证。 

 

公司建材业务集中在华北、华东地区，2016 上半年对原主业营收贡献比例超过 80%。公

司传统业务覆盖建筑建材、房地产等领域，参股保定宝硕新型建材公司、河北宝硕管材等。

受益于雄安新区建设掀起的基建投资热潮，未来公司传统主业有望迎来新一轮增长。 

 

图表1： 宝硕股份参控股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保定宝硕新型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19990812 9960 万 建筑建材生产及销售 

河北宝硕管材有限公司 19990630 1 亿元 建筑建材生产及销售 

北京宝硕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011024 200 万 建筑建材生产及销售 

保定宝硕盛鼎源商贸有限公

司 

20120618 100 万 建材批发 

河北宝硕建材有限公司 20131017 500 万 建筑建材生产及销售 

保定宝硕建筑材料制作有限

公司 

20140819 200 万 建筑建材生产及销售 

新宝和聚（北京）国际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20160425 1000 万 建筑建材销售 

保定宝硕置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20625 8000 万 房地产开发 

保定宝硕新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31018 500 万 房地产开发 

保定宝硕锦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31018 500 万 房地产开发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子公司宝硕置业在保定房地产储备有较大升值空间 

 

获地成本较低，有较大升值空间。2013 年宝硕股份参股子公司保定宝硕置业（目前公司

持有 40%的股权），及宝硕置业公司下属的两家子公司保定宝硕新鼎及保定宝硕锦鸿三家

公司在河北保定市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宝硕置业及其子公司竞得的建筑用地总面积

26.7 万平方米，总成本 11 亿元。其中居住用地 25.5 万平方米，获地成本为 4024 元/平方

米；商服用地 1.2 万平方米，获地均价 6675 元/平方米。受益于雄安新区建设，公司在保

定的房产储备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图表2： 宝硕置业在保定房地产储备情况 

用地类型 竞拍子公司 面积（平方米） 成本（元） 成本均价 

商服用地 宝硕置业 12279 81960000 6675 

 

居住用地 

宝硕置业 14132 62620000 4431 

宝硕置业 47803 200790000 4200 

宝硕新鼎 136404 541960000 3973 

宝硕锦鸿 56515 220150000 389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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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业为根基，结合金融板块打造产融结合 

 

收购华创证券，金融业务起航。2016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收购华创证券 95.01%

的股权，并配套融资 73.6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华创证券资本金。华创证券是业内机制较

为灵活，特色鲜明的券商。实现了核心员工和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人才生产力可持续释放。

公司敏锐布局互联网金融，打造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以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和居民财富

管理需求为目标，以客户需求、客户体验为核心，大力开发建设互联网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积累了良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首批获得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券商。 

 

以传统业务及新希望集团实业为根基，推动产融协同。公司大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始

创于 1982 年，由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先生发起创立。新希望集团基于自身资源和优势，

覆盖饲料生产，农业科技、食品加工、渠道终端、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

新希望集团已逐步成为以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为主导，并持续关注、投资、运营具有创新

能力和成长性的新兴行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雄安新区建设将为宝硕股份传统业务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同时结合新希望集团农业客户、

设施建设等实业的投融资需求，公司有望通过开发创新跨机构、跨市场、跨领域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推动产业资本、客户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对接，形成具有特色的产融结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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