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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超图软件发布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24 亿元，同比增加 33.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893.47 万元，同比增加 30.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

净亏损 1,400.43 万元，同比增加 29.35%。 
 

报告摘要： 
 GIS 定制软件销售转好，公司营收实现增长。行业需求旺盛，受智慧

城市、地理国情监测等政策影响，公司来自于各地信息办、国土、测

绘等行业的收入有所上升。由于受部分技术开发类业务招标事项延期

影响，公司上半年订单总额与去年同期比较签约合同总额略有下降，

但公司 GIS 平台订单总额有明显上升，并且 7 月份公司中标额为 5500
万元，全年业绩增长有保证。 

 强 GIS 需求行业增多，公司 GIS 平台与应用齐布局。公司具有战略

视角按照三层业务链思想梳理公司组织架构，现金牛业务（平台软件、

智慧城市）、战略新星业务（资环应用）、种子业务（云服务）具有

良好衔接。随着地理信息步入强 GIS 时代，从平台到应用公司具有完

善技术与全面产品，未来有望充分分享行业需求扩张带来的收益。

 地理信息行业快速发展需要安全护航，作为国内行业龙头未来有望提

升竞争力。国土、农业、规划、公安、应急、生态、统计等领域地理

信息应用软件的产品化和产业化程度亟待提高，公司有望从地理信息

入库软件入手，实现地理信息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服务。未来基于下一

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时空技术、三维技术等，地理信息

需求将呈现多样化趋势，伴随地理信息数据安全重要性提高，公司有

望迎来一次国产化替代的机遇。 

 预测公司 14/15 年 EPS 为 0.54/0.70 元，目标价 25 元，维持“增持”

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264.03 312.90 375.136 462.092 578.031 
增长率（%） -9.92 18.51 19.89 23.18 25.09 
归母净利润(百万) 5.37 54.77 65.80 85.70 111.37 
增长率（%） -88.51 919.59 20.13 30.25 29.96 
每股收益 0.04 0.45 0.54 0.70 0.91 
市盈率 747.07 74.68 44.42 34.23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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