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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事件 ：3 月 25 日，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

发展的意见》。

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会议明确 ：军民融合上
升为国家战略。会议指出，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是党中央从国家安全
和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
决策，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相
统一的必由之路。

此次会议的意义重大，
是继 201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
记的发言后，正式将军民融
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三五”
规划也明确提出“实施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
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
融合发展格局”落实，此次
意见则是“十三五”与军民
融合的深入结合。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在战争形态信
息化、经济形态市场化、技
术形态军民通用化历史条件
下 做 出 的 重 大 决 策， 也 是
十八大后继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一带一路战略之后中央
部署的又一国家战略。

后续政策有望陆续出台

会议指出，要加紧推进国
家和地方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建
设，编制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

从 会 议 的 内 容 可 以 看 出，
后续政策有望陆续出台。由于
军民融合关系到体制机制、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综合保
证、人才培养等众多领域，军
民融合的过程中也涉及一些体
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与政策
性问题，因此需要一系列政策
的规划和领导。

近年来军民融合的相关政
策陆续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国防科技工业“十三五”
规划总体思路》 以及此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等宏观
层面的文件将军民融合上升至
战略高度；具体来看，税收优惠、
扩大武器装备许可资格发放范
围、统一技术标准等针对民企
的利好政策业已相继出台， 持续
不断的政策支持已促使许多民
营企业进驻国防军工供货体系。

法律保障体系建设有望加速

会议指出，构建军民融合
法治保障体系，充分发挥中国
特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筹
推进各项工作，确保责任到位、
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需要
健全的法制体系作为保障，此
次会议是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做出的“加强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法治保障”战略部署
后，再次提出为军民融合提供
法律保障，我们认为军民融合
法律体系有望加速建成。

军民融合进一步推进
看好民参军公司

此次会议将进一步推进军
民融合，随着军民融合正式上
升为国家战略、后续政策的陆
续出台以及军民融合的法律体
系加速建成，今年已基本确定
为军民融合的关键一年，军民
融合将成为 2016 年的大主题。

军 民 融 合 的 两 条 主 线 中，
民参军是重点。军民融合分为
两条主线 ：军转民和民参军。
为追求军工行业的高毛利，民
营企业纷纷涉足军工供应体系，
因此民参军是军民融合的发展
重点。

军民融合的两条主线
 
我们看好民参军公司在军

民融合中的投资机会。基于以
下四条投资逻辑 ：军工行业持
续稳定增长、民参军的渗透率
持续提升、订单增长带来业绩
爆发以及外延式并购及产业整
合加深，民参军公司有望迎来
配置时机。

军民融合进一步推进，民
参军进入发展新时期此次会议
将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随着
军民融合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后续政策的陆续出台以及军民
融合的法律体系加速推进，我们
看好民参军公司在军民融合中
的投资机会。军工行业持续稳
定增长 + 民参军的渗透率持续
提升 + 订单增长带来业绩爆发
+ 外延式并购及产业整合加深，
民参军行业进入发展新时期。

从细分行业来看，国防工
业在基础材料、高端工艺制造、
信息技术等领域亟须发展。国
信证券认为，材料、工艺和信
息技术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处
于军工产业链上游，进入军工
门槛较低，是市场竞争最充分
的领域。2015 年诸多民营企业，
通过内生研发或外延收购的方
式进入军工领域。这类民参军标
的自身主营业务稳定并且占据
行业龙头地位，拥有的军工业
务具有技术优势并且稀缺性较
强，业绩有爆发力。同时，在此
次大幅下跌之后，估值回撤较
大，投资价值出现。未来民参
军企业将呈现分化，优质的民
参军标的有望脱颖而出。关注
军工新材料上海佳豪（300008）、
康 达 新 材（002669） 和 亿 利 达

（002686）、军工信息化标的振
华 科 技（000733） 和 川 大 智 胜

（002253）。

看好原因具体如下：
【康达新材】1、体外收购

大洋新材料，聚酰亚胺业务自主
可控。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女陆
天耘通过赛辉投资收购大洋新
材料 51% 的股权后，将直接控
制康达新材军工业务的销售渠
道。公司攻克聚酰亚胺泡沫销
售渠道后，将改变军工产品销
售方强势的局面 ；同时将拥有
更多话语权，有利于提升军工
业务利润。此外，大洋新材料
拥有军工四证，康达新材将间
接获得军工资质，拓展了公司
的军工业务范围，产生协同效
应。经此体外产业基金的收购，
公司在聚酰亚胺泡沫的原材料、
生产、军工资质和军方渠道可
完全自主，为军工材料业务放
量铺平道路。2、小额订单只是
开端，聚酰亚胺泡沫在军用市
场大有可为。大洋新材料已经
将公司的聚酰亚胺泡沫材料推
广应用于海军装备。从公告订
单来判断，以 2 万元 / 立方米单
价作估算，646 万元的材料体量
应该只是某一艘或某两艘军舰
部分舱体的试验消耗量。当前，
中国军事战略正从“内陆防守”
转变为“深蓝远洋”，未来国家
将大力发展海军空军。国内聚
酰亚胺泡沫作为降噪隔热的新
型材料，还处于起步阶段，然
而美国早已广泛应用于舰船和
机舱等军事领域。中国海军正
在建设以航母为核心的战斗群，
未来新型战舰对于减重降噪隔
热等性能上要求极高，聚酰亚
胺泡沫将在海军领域大展拳脚。

未来十年将是航母和舰船建
设的快速期，粗略测算军方
市场空间约为 .

【川大智胜】1、业绩增
长符合预期，期待军航空管
大单落地。全年净利润增长
预计最高为 500%，主要决定
于 2013 年 中 标 2.38 亿 空 管
自动化项目落地，今年落地
可能性大。

2、多元化发展，图像
新产品有望成为业绩增速器。
公司图像类的新产品具有超
过 65% 的高毛利率和广阔的
市场空间，未来有望成为新
动力源。

3、三维人脸识别正在装
机测试，未来产业化空间无
限。公司开发出国内第一套
三维人脸识别系统，实现了
成本大幅降低和体积大幅减
小。公司最早进入该领域并
占据技术优势。未来随着市
场放量，三维识别技术产业
化将有望给公司带来巨大的
效益。

【中国卫星】1、公司微
小卫星制造稳定增长，一家
独大。公司采用基于工业级
现货式产品的整星研制模式，
实现流水线式生产，向低成
本、高性能航天器研制发展。
至 2014 年底公司已成功发射

52 颗微小卫星，占据国内市场
份额超过 80%，稳居国内市场龙
头。

公司成功出口委内瑞拉遥
感卫星，国际市场不断拓展。

2、公司进行全产业链布局，
卫星应用是公司未来的新增长
点。公司出口委内瑞拉遥感一
号卫星完成了从卫星研制、发
射到地面接收以及数据处理等
全产业链的服务，正在参与地
面导航终端的市场竞争，公司
完全自主研发 VAST 产品奠定
公司在国内通信领域的行业龙
头地位。

3、航天五院优质军工资产
体量巨大，注入预期强烈。我
们测算资产证券化率有 6 倍空
间，公司是少数几家拥有军工
核心总装资产的上市公司。

【振芯科技】1、北斗导航
是国家军事安全的重要保证，公
司是军用北斗龙头企业，日本
新安保法通过将成为短期重要
催化剂。

2 、当前北斗军用市场大幅
放量，公司占据北斗导航军用
市场大份额，业绩增长明确 ；

3、根据测算，公司 2015 年
订单有望超过 10 亿元，未来几
年业绩将保持高增长 ；4、公司
布局“互联网 +”战略，积极内
生和外延强势进入北斗互联网
大众消费领域，未来北斗全球组
网和北斗二代放量开始，公司
将长期受益于北斗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