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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报告： 
 公司发布 2013 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6.7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7.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6.88%。 
 

报告摘要： 
 合并长城宽带完成向互联网转型，营收利润大幅增加。报告期开始

合并了长城宽带，营收利润大幅增加。互联网业务目前是公司业务

的绝对主体，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96.16%。利润增幅低于营收增

幅的原因是销售费用同比大幅增加。 

 长宽奔腾一号骨干网，构筑核心竞争力。公司拥有长宽奔腾一号骨

干网，在 IDC 和 CDN 业务中明显具有带宽资源容量和成本优势。

长期看，自有全国范围骨干网络和大量的 IDC 资源必然成为公司最

有价值的竞争优势点。 

 网间结算是催化剂。公司 2012 年用于网间结算的成本支出大约 5～
6 亿元。如果年内出台网间结算政策，如大幅调低网间结算费用，

例如减少 50%，则后期能直接带来利润贡献大约 2.5～3 亿元，对应

每股收益贡献 0.19～0.22 元/股。 

 给予“买入”评级。考虑网间结算从 2014 年 1 月 1 日实施，则未来

3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72 元、0.86 元和 1.02 元。给予目标价 26 元，

相当于 30x 14PE，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因素：宽带接入净增用户数不达预期；单用户 ARPU 下降；骨

干网升级维护成本超预期。 

 
主要经营指标 2011 2012 2013E 2014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 2204.94 2560.22 5978.87 7561.08 9261.68 
增长率（%） 25.17 16.11% 133.53% 26.46% 22.49% 
归母净利润(百万) 156.95 206.52 967.46 1157.33 1361.40 
增长率（%） 3.62 31.58% 368.46% 19.63% 17.63% 
每股收益 0.12 0.15 0.72 0.86 1.02 
市盈率 175.00 140.00 29.05 24.28 20.64 
 

TMT 研究组 
分析师： 
赵国栋(S1180513050002)
电话：010-88085901 
Email：zhaoguodong@hysec.com 
研究助理： 
顾海波 
电话：010-88013569 
Email：guhaibo@hy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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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营业务全面增长 
公司自 2007 年转型开始进入互联网增值服务业，通过驻地网宽带接入服务、IDC 业

务逐步发展，后通过对长城宽带的收购开始快速成长。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26.7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7.44%；实现营业利润 2.8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1.94%；

实现利润总额 2.8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6.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2.1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2.17%。其中收购长城宽带获得的个人宽带业务和自有

IDC 业务增长最快。报告期内，个人宽带业务新增网络覆盖用户 383.6 万户，累计社区网

络覆盖用户 3733.8万户；报告期内净增社区宽带用户 69.06万户，累计社区在网用户 531.63
万户；截止报告期末，社区平均上网率为 14.24%。报告期内，长城宽带业务保持稳步增

长，上半年实现现金收入 17.8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14 亿元，增幅为 30%；实现权责

收入 14.1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69 亿元，增幅为 23%。报告期内，酒仙桥数据中心

IDC 业务实现现金收入 1.54 亿元。签约机柜 5856 个，签约率 98%；开通计费机柜 5278
个，开通率 92%。 

图 1：2008～2015 主营业务比例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宽带接入业务连续性好，IDC 业务竞争力强，主营业务未来增长明确。长城宽带经过

近 12 年的业务拓展，目前业务涉及全国 30 多个城市，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用户接受

度也较高，长城宽带在多个城市已经度过了市场拓展初期的用户培育期，开始进入盈利快

速增长阶段。据收购公告显示，经过资产评估机构预测，长城宽带业务在 2012～2014 年

净利润贡献分别不低于 19,732.71 万元、24,101.67 万元和 25,170.07 万元。IDC 业务市

场广阔，竞争力主要体现在 IDC 资源——机柜资源、带宽资源、IP 地址资源。截止报告

期末，公司已完成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佛山、深圳等 7个城市的数据中心

布局，其中已建成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 11 个，在建数据中心 2 个，其中万平米以上的大

型数据中心 4 个，总体建设面积达到 10 万平米，总机架数量超过 2 万架。公司拥有 700

万个 IP 地址资源（仅次于三大电信运营商及教育网）；与中信网络合作，拥有"奔腾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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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网建成的连接全国大中城市的 1600G 长途骨干网；公司在全国 42 个城市拥有 500 多

万社区在网用户，超过 500 家大型企业用户，10 万家中小企业用户，300 多家高校联盟用

户，20 万家 EC2、S3 云客户。可见， 

图 2：主营业务比例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二、IDC 市场面对互联网巨头具有竞争优势 
2008 年至今，互联网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主要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日趋成熟，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数据中心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行业内越发重视运营的效率和资源整合的能力，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成为未来数

据中心发展的方向。十二五时期，中国 IT 投资规模将达到 1,600 亿美元，IT 投资的增长

促进了数据中心市场的发展，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升级反过来又将带动包括服务器、存储和

基础设施等相关 IT 市场的增长。 

据 IDC 发布预测数据显示，中国 IDC 市场至 2015 年前将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2015
年该市场规模将达到约 157 亿美元，约 1000 亿元。 

另一方面，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入 IDC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内传统 IDC 企业的主

要业务是，低价从电信运营商手中获得机房和带宽资源，再转手卖给企业用户等。但随着

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市场对 IDC 服务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单纯靠运营商投入

已经难以满足需求。因此，目前有大量的 IT 企业也开始推进 IDC 的建设。2012 年，百度、

新浪、阿里、京东、腾讯纷纷宣布将建设自有数据中心，IDC 牌照的开放，将进一步推动

这股浪潮。2013 年 7 月 31 日消息，华为、阿里巴巴等十余家企业已经通过 IDC 业务牌照

审查，并顺利获批牌照；另有多家企业通过审查并获批 ISP(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牌照。

工信部将会在近期公示首批获得 IDC 和 ISP 业务牌照的企业名单。 

基于成本优势分析，我们认为公司具有 IDC 市场的竞争优势。如表所示，IDC 服务

商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类型厂商在 IDC 业务核心资源的能力上各不相同。 

表 1：典型 IDC 服务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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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电信级服

务商 

综合型专业

服务商 

专业型服务

商 
系统集成型服务商 其它类型 

企业规模 极大 大 较大 
不定，部分企业有较强

实力 
不定，部分规模较大

是否具独立有骨

干网与国际出口 
是 否 否 否 否 

是否具有独立IDC

机房 
是 是 是 不定，大多没有 否 

运营线路来源 自建 租赁 租赁 租赁 租赁 

带宽资源 充足 较充足 一般 一般 较充足 

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 较完善 一般 一般 较完善 

经营地域 全国 
局部地区与

中心城市 

局部地区与

中心城市 
局部地区 局部地区和中心城市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宏源证券 

公司拥有长宽奔腾一号骨干网，因而具有电信级服务商能力，在进行 IDC 业务时拥

有显著优势。据 IDC 评述网数据显示的全国性 IDC 厂商排名中，公司全资子公司电信通

排名第四。 

三、宽带中国推进国内 CDN 市场快速增长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经历了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纷纷颁布实行宽带国家战略，以此来促成本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用 72 亿美金来刺激宽带

发展，改善网络宽带。与此相比，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远远落后的。2012 年中国互联网

平均接速已经达到 1.6 兆，1.6 兆与发达国家比还差很多，位于 120 个国家的第 94 位，仍

处于低速宽带。 

2013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明

确给出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制定了技术路线和时间表。根据通知，到 2015
年，固定宽带用户超过 2.7 亿户，城市和农村家庭固定宽带普及率分别达到 65%和 30%。

3G/LTE 用户超过 4.5 亿户，用户普及率达到 32.5%。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 95%。城市

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基本达到 20Mbps，部分发达城市达到 100Mbps，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

力达到 4Mbps。 

图 3：骨干网带宽目标（Tbps） 图 4：互联网用户数（百万） 图 5：互联网市场规模（十亿元）

资料来源：《宽带中国战略》，宏源证券   

然而，在增幅巨大的情况下，网络的扩容不能完全解决内容的需求流量服务，这就需

要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内容分发网络）技术。CDN 技术是解决当前运营商

网内互联网资源匮乏、网民互联网体验较差的有效手段。CDN 服务利用内容分发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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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态双重手段，一方面将网站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内容分发到全国全网，让用户就近就可

以查看相关信息，体验高速流畅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另一方面在全网对网站进行加速，使

各地各网用户可高速浏览网站提供商的服务，同时隐藏了网站服务器的地址，缓解网站数

据风暴，保证网站服务器的安全。 

当前国内 CDN 市场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空间广阔。据蓝汛通信举办的中国 CDN 十

五年发展大会数据显示：1）全球 CDN 市场在 2017 是 64 亿美金左右，是 2013 年的三倍，

差不多 280 亿人民币的市场。2）CDN 应用中针对视频流量的优化效果突出。根据 Cisco
发布最新视觉网络指数预测结果显示，2017 年网络流量将是现在的 13 倍达到 11.2EB，其

中视频流量比例将超过 80%。3）CDN 穿透率在美国互联网大概是 50，中国目前 CDN 数

据穿透率差不多是 7%到 8%。综合看来，国内 CDN 市场的发展空间很大。 

公司拥有长宽奔腾一号骨干网，在带宽资源成本占据明显优势，另外通过股权投资获

得 CDN 网络加速技术，从而提升 CDN 服务能力。长期看，自有的全国范围骨干网络和

大量的 IDC 资源必然成为公司最有价值的竞争优势点。 

四、催化剂 

（一）网间结算政策 

公司 2012 年用于网间结算的成本支出大约 5～6 亿元。如果网间结算政策能够大幅调

低费用，例如减少 50%，则后期能直接带来利润贡献大约 2.5～3 亿元，对应每股收益贡

献 0.19～0.22 元/股。 

（二）宽带接入业务超预期 

截至报告期，公司个人宽带业务累计网络覆盖用户 3733.8 万，缴费用户为 530 万户，

缴费用户占覆盖用户的比例为 14.19%。预计年内覆盖用户达到 4000 万，2015 年覆盖用户

数达到 6000 万户。 

假定缴费比例保持不变，则 2013 年底缴费用户数达到 567.8 万。单个付费用户 ARPU
值按照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数据估算，75 元/月户。 

则宽带接入收入为，年初 3.98 亿/月，年末 4.26 亿/月，全年收入为 49.4 亿元。 

假定净利率保持在 10%，如果缴费用户数、ARPU 数两者超预期，则全年收入增幅将

超预期，从而净利润超预期。 

五、估值建议 
智慧城市项目处于筹备期，第一年毛利不超过 10%，此处估值暂不考虑。移动转售对

公司意义不大，也不作考虑。考虑网间结算从 2014 年 1 月 1 日实施，则未来 3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72 元、0.86 元和 1.02 元。给予目标价 26 元，相当于 30x 14PE，维持“买入”

评级。 

六、风险提示 
宽带接入净增用户数不达预期；单用户 ARPU 下降；骨干网升级维护成本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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