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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盈利略有承压，云智能业务发展势头延续

中国软件国际(0354.HK)
目标价：
现 价：
预计升幅:

7.36 港元
5.63 港元
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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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H1 收入同比增长 20.2%，云智能业务增长符合预期

2022H1 公司实现收入 100.25 亿元，同比增长 20.2%；其中云智能业务收入
32.12 亿，同比增长 50.8%；归母净利润 5.72 亿元，同比增长 10.4%。收入
增长的驱动主要来自核心大客户业务稳健增长和云智能业务的高速增长。



重要数据
日期

2022-09-09 星期五

紧抓华为军团策略带来的战略机遇，展开基于软硬件的深度合作

公司与华为在重点行业联合创新，形成战略相关性强的行业解决方案。在
煤矿、港口、电力、政务、交通等行业落地智慧矿山、AI 智慧检测等多种
解决方案，中标合作伙伴 ASP 硬件、园区服务等框架。在操作系统领域，
基于 Openharmony 数字底座共建鸿蒙生态；在云服务领域，深耕数字化智
能化，全面开放场景化云服务，协同打造全场景 HMS 应用生态；在全屋智
能领域引领交互变革，帮助全屋智能 1+2+N 解决方案实现全面升级。



扩大汽车领域业务规模，为将来打开市场奠定基础

在智能车控、智能座舱、实车测试等业务领域，公司帮助合作伙伴构建车
部件生态能力和汽车五大智能方向的长远竞争力。与一汽集团项目进展顺
利，形成了以 SOP 为基础的高质量交付服务体系。突破中汽创智、南京酷
沃智行、上海星宇等主流厂商，与吉利极氪、路特斯、沃尔沃、领克等建
立合作。公司位列吉利 IT 服务供应商 TOP3；在长安阿维塔车端、用户端
领域，参与并合作开发用户平台、社区、门户、车友会及其他三方服务的
生态圈应用；在合众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辅助驾驶领域实现业务突破。



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 7.36 港元：

公司是华为生态合作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与华为一起开拓客户的生态业务，
在云、军团、鸿蒙生态、智能车等方向均有较大业务增长机会。考虑到今
年受大环境的影响，公司利润端存在一定压力，我们下调公司盈利预测至
2022/2024/2024 年收入为 224/278/34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2.0%/23.8%/
24.1%；归母净利润 12.55/ 14.65/18.49，分别同比增长 10.4%/16.7%/26.2%。
给予公司 2022 年 15 倍 PE，对应股价为 7.36 港元/股，较现价有 30.74%的
上升空间。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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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2022H1 收入同比增长 20.2%，云智能业务增长符合预期
2022H1 公司实现收入 100.25 亿元，同比增长 20.2%；其中云智能业务收入 32.12
亿，同比增长 50.8%；归母净利润 5.72 亿元，同比增长 10.4%。收入增长的驱动主
要来自核心大客户业务稳健增长和云智能业务的高速增长。
图 1：公司营业收入情况

图 2：公司归母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紧抓华为军团策略带来的战略机遇，展开基于软硬件的深度合作
公司与华为在重点行业联合创新，形成战略相关性强的行业解决方案。在煤矿、港
口、电力、政务、交通等行业落地智慧矿山、AI 智慧检测等多种解决方案。中标合
作伙伴 ASP 硬件、园区服务等框架，携手在中国区企业业务领域开疆拓土。
在操作系统领域，基于 Openharmony 数字底座共建鸿蒙生态；在云服务领域，深耕
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开放场景化云服务，协同打造全场景 HMS 应用生态；在全屋
智能领域引领交互变革，帮助全屋智能 1+2+N 解决方案实现全面升级。
图 3：基于 Openharmony 数字底座建设鸿蒙生态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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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汽车领域业务规模，为将来打开市场奠定基础
在智能车控、智能座舱、实车测试等业务领域，公司帮助合作伙伴构建车部件生态
能力和汽车五大智能方向的长远竞争力。与一汽集团项目进展顺利，公司为其提供
行业领先的“软件工厂”精益管理的咨询和实施服务，形成了以 SOP 为基础的高质
量交付服务体系，并成功突破中汽创智、南京酷沃智行、上海星宇等多个汽车领域
主流厂商。与吉利极氪、路特斯、沃尔沃、领克等厂商建立合作。公司位列吉利 IT
服务供应商 TOP3；在长安阿维塔汽车车端、用户端领域，参与并合作开发用户平
台、社区、门户、车友会及其他三方服务的生态圈应用；在合众新能源汽车智能座
舱、辅助驾驶领域实现业务突破。
公司新增东风猛士汽车项目、汽车 Tier1 厂商博泰车联网项目，并与部分头部汽车
科技公司进入商务洽谈阶段。同时，公司围绕长城、蔚来、艾拉比等客户在新一代
数字坐舱、智能驾驶、车辆智能控制、车机互联、车辆新能源等领域业务稳步推进。
图 4：公司智能汽车业务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投资建议
公司是华为生态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与华为一起开拓客户的生态业务，在云、军团、
鸿蒙生态、智能车等方向均有较大业务增长机会。考虑到今年受大环境的影响，公
司利 润端 存在 一定 压力 ，我 们下 调公 司盈 利预测 至 2022/2024/2024 年收 入为
224/278/345 亿 元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2.0%/23.8%/ 24.1% ； 归 母 净 利 润 12.55/
14.65/18.49，分别同比增长 10.4%/16.7%/26.2%。给予公司 2022 年 15 倍 PE，对应
股价为 7.36 港元/股，较现价有 30.74%的上升空间。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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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盈利预测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整理

风险提示
鸿蒙生态渗透不及预期；全球国际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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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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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和免责条款
投资评级
买入
持有
卖出
未评级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不小于 20%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在正负 20%之间
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距离现价涨幅不小于-20%
对未来 12 个月内目标价不做判断

免责条款
一般声明
本报告由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简称"国元证券经纪（香港）"）制作，国元证券经纪（香港）为
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国元证券经纪（香
港）及其关联机构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
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
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或投资操
作性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自主审慎做出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投资者在依
据本报告涉及的内客进行任何决策前，应同时考虑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并就相关决策咨询专
业顾问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国元证券经纪（香港）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
责任。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与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无财务权益关系。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
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国元证券经纪（香港）可能会发出
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可能会不时与国元证券经纪（香港）的客户、销售交易人员、其他业务人员或在本报告中
针对可能对本报告所涉及的标的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产生短期影响的催化剂或事件进行交易策略的
讨论。这种短期影响的分析可能与分析师已发布的关于相关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目标价、评级、估值、预测等
观点相反或不一致，相关的交易策略不同于且也不影响分析师关于其所研究标的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基本面评
级或评分。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
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没有将
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
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所引用的关于业绩的数据代表过往表现。过往的业绩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回报的预
示。我们不承诺也不保证，任何所预示的回报会得以实现。
分析中所做的预测可能是基于相应的假设。任何假设的变化可能会显着地影响所预测的回报。
本报告提供给某接收人是基于该接收人被认为有能力独立评估投资风险并就投资决策能行使独立判断。投资
的独立判断是指，投资决策是投资者自身基于对潜在投资的目标、需求、机会、风险、市场因素及其他投资考虑
而独立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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