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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公司发布诉讼公告：关于 2012 年 1 月的《采购订单》因被告（安力

博发集团有限公司）违约造成当期坏账约 4600 万元，2013 年双方签

署了《抵消及还款协议》，但被告未能按期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向

原告返还剩余款项约 3888 万元。现申请判令被告返还合同款及利息

共计约 4670 万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点评： 
 已经计提坏账有望追回，保守预计增厚净利润约 2000 万。该笔坏账

损失已经在 2012 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因之前诉讼对象有误未能获得

判决支持，现针对直接方提出诉讼且证据确凿，预计年内有望获得判

决结果，保守估计能追回损失款项约 2000 万元，直接体现为净利润。

 营收 80 亿以上，预计三年目标净利率达到 10%。结合公司昨日公告，

我们认为公司将通过内生（优化业务结构）和外延（并购）双轮驱动

实现三年净利率超过 10%的目标。 

 A 股智慧城市第一股，预计已签约战略协议年内大概率落单。母公司

累计签订智慧城市合作协议的城市近 80 个，在同行业内遥遥领先。

公司承接智慧城市项目的 IT 实施阶段，预计年内落单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 IT 服务第一股，率先践行 IT 服务产品化有望提升行业集中度。

公司是制定国家 IT 服务标准的牵头单位，今年已经启动了 IT 服务产

品化销售模式，成为国内首家践行 IT 服务标准化的企业。 

 维持“长期买入”评级，第一目标价 32 元：由于公司采用的坏账计

提策略对净利润影响较大，假定会计策略不变，预测 2014-2016 年营

收为 79.56 亿/82.95 亿/88.76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3.52/5.12/7.30 亿元，

EPS 为 0.82/1.19/ /1.69 元。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 45.74 7,713.44 7,955.83 8,295.13 8,875.89
增长率（%） -54.20 16,764.57 3.14 4.26 7.00
归母净利润(百万) -8.30 254.72 351.92 511.94 730.03
增长率（%） 89.59 -3,170.34 38.16 45.47 47.65
每股收益 -0.09 0.59 0.82 1.19 1.69
市盈率 -233.23 36.14 26.16 18.78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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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股价 22.30
总股本(百万股) 431.21
总市值(百万) 9,616.07
流通市值(百万) 2,021.00
12 个月最高价 31.91
12 个月最低价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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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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