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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公司是智慧城市受益第一股，在 A 股同类企业中规模最大，业务结

构持续优化，未来盈利能力将逐步提升。新阶段城镇化将加速智慧

城市实施。母公司神州数码是国内规模最大、业绩第一的信息技术

服务企业，覆盖国内金融、电信、政府等市场最优质的企业客户，

拥有国内最强的渠道资源，是中国践行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公司作为神州数码智慧城市项目的 IT 实施唯一承接者，将全面受

益。我们预测，通过内生和外延等多种方式，公司未来的软件服务

及解决方案业务占比将持续提升，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一季度预测公司业绩同比大幅增，同比增长 96.81%～136.17%。根

据公司提供预测数据显示，2014 年一季度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为

2500 万～3000 万之间，同比增长 96.81%～136.17%。扣除因间接持

有的鼎捷软件 IPO 时老股转让投资收益约人民币 1,000 万元，主营

业务同比净利润增长区间为 18.08～57.44%。 

 维持“长期买入”评级：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 1.4 亿，原因

是公司实行的会计政策相比国内公司更为严格所致，从公司客户资

质和历史经验估计实际坏账率极低。由于公司采用的坏账计提策略

对净利润影响较大，因而本文对 A 股同类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

策略进行了对比，选择的比较公司为华胜天成和东华软件，具体对

比结果请参见正文。拥有鼎捷软件和 SJI 的股权价值约 5.27 亿，其

中鼎捷软件锁定 3 年，SJI 股权为可出售金融资产价值大约 0.78 亿

元。我们预测 2014-2016 年营业收入为 83.64 亿/90.62 亿/99.36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3.5/4.6/5.7 亿元，EPS 为 0.81/1.07/ /1.33 元。维持长

期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业绩不达预期；年内未能取得系统集成特一级资质。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 45.74 7,713.44 8,364.36 9,061.55 9,936.39 
增长率（%） -54.20 16,764.57 8.44 8.34 9.65 
归母净利润(百万) -8.30 254.72 350.41 462.41 574.09 
增长率（%） 89.59 -3,170.34 37.57 31.97 24.15 
每股收益 -0.09 0.59 0.81 1.07 1.33 
市盈率 -436.96  67.72  49.22  37.30  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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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数据  
当前股价 26.40 
总股本(百万股) 431.21 

 总市值(百万) -8.30 
流通市值(百万) 11,383.94 
12 个月最高价 33.94 
12 个月最低价 6.68 
 

 相关研究 

《神州信息：年报业绩符合预期》 

2014/3/25  

《ST 太光：摘帽更名，开始新征程》 

2014/3/5 

《ST 太光：下调盈利预期，长期看好》 

2014/1/29 

《ST 太光：参股公司 IPO 享受投资收

益》 

2014/1/9 

《ST 太光：神州数码的 A 股金融平台》

20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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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财务三张表预测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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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东华软件账计提策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图 3：华胜天成坏账计提策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图 4：神州信息坏账计提策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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