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自已公开信息，关于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建议投资者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

担。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汽车行业 

   谨慎推荐（维持） 

 

持续布局重点地区，一体化压铸即将量产 

 风险评级：中风险 
 

文灿股份（603348）动态点评 

2022 年 9 月 23 日 
 

投资要点： 

 

黄秀瑜 

SAC 执业证书编号： 

S0340512090001 

电话：0769-22119455 

邮箱：hxy3@dgzq.com.cn 

 

主要数据 

2022年 9月 22日 

收盘价(元) 80.19 

总市值（亿元） 210.75 

总股本(亿股) 2.63 

流通股本(亿股) 2.60 

ROE（TTM） 5.68% 

12 月最高价(元) 97.04 

12 月最低价(元) 26.89 

  

股价走势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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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近日，文灿股份公告，公司与重庆共享工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文灿新

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重庆生产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书》，拟在重庆市沙坪坝区

投资建设“文灿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重庆生产基地项目”。 

点评： 

◼ 持续布局重点地区，助力未来提升市场份额。公司拟在重庆投资建设新能

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将建设集压铸

车间、机加工车间、后处理及装配等配套工艺为一体的智慧工厂，主要生

产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之轻量化一体车身结构件、动力系统零部件等关键产

品。公司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1亿元在重庆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

庆文灿压铸有限公司”（暂定名）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由该子公司负责上

述项目的建设及运营，计划于2023年底前投产。同时以此子公司为基础，

积极拓展国内西南地区中高端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公司此前于7月决

定在安徽六安投资10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铝压铸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生产重点地区加速布局轻量化项目，更好地服务周边客

户，有利于公司未来进一步提升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市场份额。 

◼ 一体化压铸即将量产，有望推动业绩快速增长。公司2022H1实现营收24.42

亿元，同比增长20.15%；实现归母净利润1.36亿元，同比增长85.82%，业

绩快速增长。目前公司拥有全球生产汽车零部件产品的最大吨位9000T压

铸机，率先在大型一体化结构件产品领域获得客户量产项目定点并完成试

模，预计2022年四季度开始贡献收入。在大型一体化结构件领域，公司获

得某汽车客户某车型全部的车身结构件共十个项目定点，其中包括四个大

型一体化铸件；在电池盒产品领域，公司获得某客户在汽车领域的电池盒

项目定点；在副车架领域，公司获得某新能源汽车客户两款副车架项目定

点；同时公司还获得华为汽车包括电机壳在内的十个产品定点。公司新能

源汽车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加速投资新建生产基地有助于稳定公司业绩的

同时，为未来发展提供保障。 

◼ 与法国百炼集团整合协同渐入佳境。公司2020年12月完成对法国百炼集团

的收购，法国百炼集团核心产品包括汽车制动系统、进气系统、底盘结构

件等产品领域的精密铝合金铸件产品，核心工艺为重力铸造，完成收购后，

能够帮助公司完善现有的工艺能力，扩充产品品类。公司与法国百炼集团

加强整合协同，加速全球化布局。公司已开始在法国百炼集团的墨西哥工

厂导入高压铸造产线，利用双方优势加快北美客户订单落地，同时公司计

划2023年将在法国百炼集团匈牙利工厂导入超大型一体化高压铸造产线，

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欧洲的高压铸造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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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司盈利预测简表 

科目（百万元） 2021A 2022E 2023E 2024E 

营业总收入 4112  5428  7177  8940  

营业总成本 3924  4984  6470  7919  

营业成本 3351  4364  5703  7018  

营业税金及附加 33  42  56  70  

销售费用 52  49  57  67  

管理费用 286  299  359  402  

财务费用 81  78  93  112  

研发费用 120  152  201  250  

其他经营收益 (75) (61) (56) (48)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0  0  0  0  

投资净收益 0  0  0  0  

其他收益 26  34  44  55  

营业利润 113  383  652  973  

加 营业外收入 1  0  0  0  

减 营业外支出 9  0  0  0  

利润总额 106  383  652  973  

减 所得税 9  31  53  80  

净利润 97  352  598  893  

减 少数股东损益 0  0  0  0  

归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  352  598  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1.34  2.28  3.40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 投资建议：维持谨慎推荐评级。预计公司2022-2024年EPS分别为1.34元、

2.28元、3.40元，对应PE分别为60倍、35倍、24倍，维持谨慎推荐评级。 

◼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不及预期风险；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风险；

芯片短缺缓解不及预期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项目落地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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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主板股票及基金、可转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市场策略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含退市整理期）等板块的股票、基金、可转债等

方面的研究报告，港股股票、基金研究报告以及非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所

知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系，没有

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声明： 

东莞证券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及观点均为合规合法来源且被本公司认为可靠，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

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

值及投资收入可跌可升。本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

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本公司其他业务部门或单位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据此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

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公司及其所属关

联机构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

投资银行、经纪、资产管理等服务。本报告版权归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内容提供方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如引用、刊发，需注明本报告的机构来源、作者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

的风险，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证券研究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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