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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中国北车发布公告：在已暂停长客股份公司生产的 CRH380BL 型动车组出厂的基础上，召回本公司所属子公司生产且已
投入运营的 CRH380BL 型动车组 54 大列，以对故障原因系统分析，全面整改，确保源头质量，确保安全运营。整改合
格后再交回用户使用。
公告称：上述召回不影响公司与客户签订的购货合同，召回车辆可能会发生部件更换等检测检修费用，因目前对车辆没
有进入实质检修阶段，尚无法准确计算可能发生的费用。公司预计上述召回发生的检测检修费用将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长客股份本年度交付计划中尚有 17 大列 CRH380BL 型动车组未予交付，所涉合同金额约为 67 亿元人民币；长
客股份将尽快完成源头质量整改工作，其年度经营目标不变。与此同时，唐车公司所生产 CRH380BL 的交付不受该事件
影响。

点评：
（1）继 8 月 10 日铁道部决定中国北车长客股份 CRH380BL 型动车组暂停出厂之后仅 2 日，北车下属长客和唐山两公
司已出厂的所有动车组 54 大列折标准列 108 列因运行故障率高召回检测检修。我们认为这是在 7.23 温州铁路重大追尾
事故后续全路安全大检查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之一。2011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落实关于开展高速
铁路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适当降低新建高速铁路运营初期的速度、对已经批准但尚未开工的铁路建设项目及重新
组织系统的安全评估等三项要求。此前，中国北车即接到通知暂停长客股份公司生产的 CRH380BL 型动车组出厂，8 月
11 日为迎接 8 月 16 日和 8 月 28 日分两次实施的铁路运输调图，京沪高铁、沪宁高铁、沪杭高铁停售 8 月 15 日以后的
高铁动车组和动车组车票，8 月 12 日北车生产的全部 54 大列 CRH380BL 型动车组召回。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事件息息相
关，环环相扣。
（2）我们就 54 大列动车组召回检测检修费用按动车组 3-5 级修的估计维修费占新车价格比例进行了预测（假设维修成
本为估计维修费的 50%，2011 年中国北车即可完成对 54 大列动车组的检修工作，并验收合格出厂）。我们假设本次召
回检测检修费用应不会达到五级修的程度，估计应以低级别维修成本为参考。由于一、二级修为段修，三级修以上为厂
修，而北车本次召回应以厂修成本为参考，若按最低级别厂修三级修我们所估计的维修成本计算，则中国北车 2011 年
EPS 将从 0.376 元下降为 0.348 元，但若以四级修成本计算，则对当年净利润影响较大，EPS 将下调为 0.2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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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检修对当年盈利的影响分析

动车组
运营里程（万公里）
维修费/新车价（%）

三级修

四级修

五级修

60

120

240

2.5

10

30

维修成本（亿元/大列）

0.049

0.196

0.588

54 大列维修成本（亿元）

2.646

10.584

31.752

2011 年维修成本扣减的 EPS（元）

0.027

0.108

0.325

11 年扣除维修费后净利（亿元）

28.851

22.051

3.920

扣除维修费后 EPS（元）

0.348

0.266

0.047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3）由于数量较大的动车组回厂检修需要占用唐山厂和长客厂静调库和动调库等测试检修厂房长达几个月时间，在此期
间估计即使没有被要求动车组暂停出厂的唐山厂也无法安排动车组新车的调试出厂，因此我们估计以后几个月北车剩余
动车组订单将全部延迟出厂，不排除下半年动车组销售收入大幅下降的可能。另外，我们认为经历召回事件后将影响北
车 CRH380 车型今后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市场份额。
我们按中国北车 CRH380BL 下线进度推算，受召回和暂停出厂影响，估计 2011 年下半年估计北车该车型动车组仅有 20
余标准列下线量，且影响后续北车新接动车组订单。我们考虑 CRH380BL 下线延迟且影响动车组毛利率，预计 2011-2012
年中国北车的 EPS 有可能下调为 0.234 元和 0.306 元（不考虑召回检修费用）。
若将召回检修费用和 CRH380BL 暂停下线的负面影响双重计算，则 2011-2012 年预计 EPS 将下调为 0.208 元和 0.306
元（召回检修成本以三级修估算）
。若召回检修成本以四级修计算，则 2011-2012 年 EPS 将下调为 0.128 元和 0.306 元。
我们给予中国北车 2012 年 PE 水平 12-15 倍，对应股价区间为 3.7-4.5 元，下调对中国北车的评级为“中性”。
（4）风险提示：该事件说明我国高铁尚处于初期运营磨合期，并不能排除后期发现其他车辆或信号控制等问题的再度发
生，这也是高铁概念股后期可能遇到的不可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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