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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 国防军工板块自底部反弹近 30%，仅次于电力设备和汽车板块。按照

申万一级行业分类，计算 4 月 26 日至 6 月 24 日行业板块区间涨幅，

国防军工板块涨幅为 29.97%，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三。军

工板块快速反弹在于板块成长的高确定性。从国家意志层面来看，我

国制定了到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基本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为达成该战略，海、陆、空武器装

备将加快更新换代，数量与美军的差距也将逐渐缩小。从国防投入看，

我国国防支出近年来不断增长，增速超过 GDP 增速。另外，由于裁军

后军队数量减少，国防支出在装备费方面的投入比例有所提升。从经

营效率来看，军工行业持续推进“上市公司资产注入”和“股权激励”

等改革措施，推进资源整合、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军工行业上市公司

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 业绩验证及行业发展稳定性看，军工板块的成长确定性更高。2021 年，

军工行业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5039.67 亿元，同比增长 13.31%；

实现归母净利润 309.40 亿元，同比增长 25.66%。2022Q1，军工行业

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033.88 亿元，同比增长 12.75%；实现归母

净利润 74.75 亿元，同比增长 15.77%。业绩持续增长验证板块高景气

度。“十四五”期间，装备带量采购逻辑不变，下游主机厂需求保持

平稳增长，景气度自下而上传导。从生产、交付来看，军工行业的生

产更有计划性，资源调动能力强，对于疫情等其他变动因素的抵御能

力较强。下游需求确定叠加自身生产、交付完成能力强，军工行业上

市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确定性更高。 

⚫ 把握航空装备投资主线，军工电子自主可控成长性高。1）主机厂合同

负债+预收款项验证，业绩传导有效，全产业链景气度确定性强。主机

厂关注中航沈飞、中航西飞、洪都航空、中直股份、航发动力；机体

系统关注中航机电、中航电子、航发控制、北摩高科；航空锻件与零

部件关注中航重机、派克新材、航宇科技、三角防务、爱乐达；金属

材料关注抚顺特钢、西部超导、宝钛股份、钢研高纳、图南股份；复

合材料关注中航高科、光威复材、中简科技。2）导弹武器装备确定性

受益于实战化军事训练，高端装备领域军用电子自主可控带来高成长

性。关注中航光电、振华科技、航天电器、鸿远电子、雷电微力等。 

⚫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影响宏观经济环境的风险；装备研发进展及采购

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军品采购价格下降的风险；行业竞争加剧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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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业绩增长高确定性推动军工板块估值快速修复 

国防军工板块自底部反弹近 30%，仅次于电力设备和汽车板块。按照申万一级行业

分类，计算 4 月 26 日至 6 月 24 日行业板块区间涨幅，国防军工板块涨幅为 29.97%，

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三。军工板块快速反弹在于板块成长的高确定性。 

从国家意志层面来看，我国制定了到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二〇

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为达成该战略，海、陆、空武器装备将加快更新换代，武器

装备数量与美军的差距也将逐渐缩小。 

从国防投入看，我国国防支出近年来稳步增长。2022 年，国防支出预算达 14504.5

亿元，同比增长 7.1%，国防支出增速超过 GDP 增速。另外，由于裁军后军队数量减少，

国防支出在装备费方面的投入比例有所提升。国防支出快速增长为军工板块业绩持续增

长注入源动力。 

从经营效率来看，军工行业持续推进“上市公司资产注入”和“股权激励”等改革

措施，推进资源整合、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军工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业绩验证及行业发展稳定性看，军工板块的成长确定性更高。2021 年，军工行业上

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5039.67 亿元，同比增长 13.31%；实现归母净利润 309.40 亿元，

同比增长 25.66%。2022Q1，军工行业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033.88 亿元，同比增长

12.75%；实现归母净利润 74.75 亿元，同比增长 15.77%。业绩持续增长验证板块高景气

度。“十四五”期间，装备带量采购逻辑不变，下游主机厂需求保持平稳增长，景气度

自下而上传导。从生产、交付来看，军工行业的生产更有计划性，资源调动能力强，对

于疫情等其他变动因素的抵御能力较强。下游需求确定叠加自身生产、交付完成能力强，

未来业绩增长确定性更高。 

产业链景气扩张传导有序，板块配置价值凸显。军工板块 2022 年以来在市场情绪

等因素影响下，出现大幅回调，此轮反弹以后、中证军工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 20%。

行业景气扩张逻辑不变，下游企业预收款项验证大额订单落地，将沿产业链向上游、中

游有序传导，“十四五”期间配套企业需求放量确定性强。中证军工指数估值为 56.7 倍，

处于历史 PE 的 21.6%分位值，继续看好当前位置下板块配置价值。 

图 1：中证军工指数点位与估值分位点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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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表现回顾 

2.1 板块表现：国防军工板块上涨 5.00%  

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99%，上证指数上涨 0.99%，创业板指上涨 6.29%。申万

国防军工板块上涨 5.00%，在全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4 位，板块成交 1181 亿元。国

防军工二级板块中，航空装备涨幅居前，上涨 7.42%，军工电子和航天装备分别上涨 4.71%

和 2.02%，地面兵装和航海装备分别上涨 1.38%和 0.31%，。 

图 2：国防军工板块上涨 5.00%，位列行业第 4 位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图 3：国防军工板块成交额 1181 亿元  图 4：国防军工二级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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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股行情 

本周申万国防军工板块涨幅前五的个股为：三角防务（19.2%）、火炬电子（17.9%）、

新兴装备（17.2%）、中航重机（16.7%）、派克新材（16.3%）。 

本周申万国防军工板块跌幅前五的个股为：中天火箭（-2.8%）、中国海防（-2.5%）、

中船防务（-2.3%）、中光学（-2.0%）、雷电微力（-1.7%）。 

表 1：本周国防军工板块涨跌幅前十个股 

名称 所属板块 总市值 周涨幅 年涨幅 名称 所属板块 总市值 周涨幅 年涨幅 

三角防务 航空装备Ⅱ 237  19.2% -2.3% 中天火箭 航天装备Ⅱ 71  -2.8% -26.2% 

火炬电子 军工电子Ⅱ 212  17.9% -38.2% 中国海防 航海装备Ⅱ 186  -2.5% -35.8% 

新兴装备 航空装备Ⅱ 38  17.2% -11.9% 中船防务 航海装备Ⅱ 168  -2.3% -28.0% 

中航重机 航空装备Ⅱ 453  16.7% -14.4% 中光学 军工电子Ⅱ 40  -2.0% -30.5% 

派克新材 航空装备Ⅱ 154  16.3% 4.3% 雷电微力 军工电子Ⅱ 179  -1.7% -23.9% 

晨曦航空 航空装备Ⅱ 77  16.1% -5.2% 中船科技 航海装备Ⅱ 91  -1.7% -15.2% 

中航高科 航空装备Ⅱ 397  12.4% -20.3% 甘化科工 地面兵装Ⅱ 50  -1.6% -8.4% 

钢研高纳 航空装备Ⅱ 202  11.7% -27.8% 中国动力 航海装备Ⅱ 349  -1.5% -18.1% 

天奥电子 军工电子Ⅱ 66  10.8% -13.0% ST新研 航空装备Ⅱ 27  -1.1% -59.6% 

航发动力 航空装备Ⅱ 1,202  10.5% -28.7% 国睿科技 军工电子Ⅱ 191  2.0% -16.2%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2.3 板块估值：国防军工板块整体市盈率为 57.8 倍 

本周申万国防军工板块整体市盈率为 57.8 倍、市净率为 3.2 倍。细分板块来看，航

海装备 PE 最高、为 158.3 倍；航空装备与航天装备 PE 分别为 61.0 倍和 55.9 倍；地面

兵装和军工电子板块 PE 分别为 54.0 倍和 45.6 倍。 

图 5：申万国防军工板块市盈率和市净率  图 6：国防军工二级板块市盈率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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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动态 

3.1 国际军情 

白宫宣布向乌提供 4.5 亿美元军援，包括数以万计炮弹。据乌克兰通讯社基辅 23 日

报道，白宫宣布额外向乌克兰提供 4.5 亿美元安全援助，以确保向乌克兰武装部队供应

更多武器装备，包括更多的“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配套弹药和其他装备。

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期间美国总统拜登第 13 次批准使用总统动用资金授权向乌克兰

提供一揽子援助，这使得美国今年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向乌方提供的安全援助

总额达到 61 亿美元。报道称，拜登此前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向其保证，美

国将继续帮助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中新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据路透社报道，

欧洲理事会 23 日决定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欧盟候选国地位。自 2013 年克罗地亚正式

加入后，一直没有新成员加入欧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乌克兰加入欧盟可

能还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因为在几乎每个阶段都需要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同意。此外，

乌克兰必须满足“哥本哈根标准”才能开始进行加入欧盟的谈判。欧盟理事会 1993 年

制定了该标准，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该标准包含多条原则，如要求

一个国家拥有维护民主治理和人权的机构和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接受欧盟的义务和意

图等。 

乌克兰表示德国交付的首批榴弹炮和其他重型武器已经运抵。观察者网报道，当地

时间 21 日，乌克兰表示德国交付的首批榴弹炮和其他重型武器已经运抵。与此同时，

柏林政府公布了一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武器清单。据保加利亚索非亚新闻社

（Novinite）23 日消息，德国目前已经交付了 3000 枚“铁拳-3”（Panzerfaust 3）火箭

筒、14900 枚反坦克地雷、500 枚毒刺防空导弹、2700 枚苏制“箭”式（Strela）便携式

防空导弹、7 门自行榴弹炮、2000 件 MiG-29 战斗机零件、50 枚反坦克导弹、10 万枚手

榴弹等。据公开的武器清单，德国未来还将向乌克兰交付 30 辆“猎豹”自行高射炮、3

辆德国联邦国防军火星（MARS II 型）多管火箭发射器（即美国 M270“海马斯”火箭

炮欧洲版）和 IRIS-T SLM 防空系统等重型装备。 

3.2 国防与集团动态 

【航空工业集团】秦创原·航空工业自控所智能传感产业基地项目落户西咸新区沣

东新城。6 月 23 日，秦创原·航空工业自控所智能传感产业基地项目落户西咸新区沣东

新城，总投资约 11.6 亿元，建成后将有力带动区域内配套企业高速协同发展，为秦创原

总窗口建设注入新动能。沣东新城管委会副主任杨滨、航空工业自控所总会计师张忠福

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该项目将引进惯性传感领域的光纤陀螺及微系统两线业务，

打造专业化的智能传感研发生产基地。 

【航天科技集团】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遥感三十五号02

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2022 年 6 月 23 日 10 时 22 分，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将遥感三十五号 02 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正式

吹响了 2022 年下半年中国航天超高密度发射任务的冲锋号。遥感三十五号 02 组卫星，

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域。本次任务是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抓总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159 次飞行试验，也是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第 424 次发射。 

【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工二院 203 所研发健康宝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据中国质

量新闻网报道，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工）二院 203 所自主研发出关

联健康宝的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产品，为助力疫情防控增添“航天智慧”。人脸识别测

温一体机是兼具远距离红外热成像温度检测技术、远距离人脸身份识别技术、身份证

RFID 识别技术于一体的人员健康及身份识别设备，能够在人员不摘下口罩的情况下进

行体温测量，并进行身份识别验证，具备秒级识别、秒级测温的特点。该所自主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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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产品，在测量体温的同时，还能将身份识别结果与健康宝实现关联，显示其健康宝、

核酸检测结果、疫苗接种情况等信息，还可以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设置核酸检测结

果超期提醒。 

【兵器工业集团】中南钻石 CVD 金刚石项目取得新突破。据兵工之声 6 月 24 日报

道，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中南钻石 CVD 金刚石技术实验室经过技术攻关，在微

波等离子 CVD 设备上突破了 10 克拉以上培育钻石毛坯批量制备技术。重复测试结果表

明，单炉 MPCVD 设备可生长 14 颗 10 克拉以上的单晶毛坯，生长速率 11µm/h 以上，

经鉴定，颜色等级 D-E 色，净度等级 VS 以上，产品品质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4 风险提示 

疫情反复影响宏观经济环境的风险；装备研发进展及采购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军

品采购价格下降的风险；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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