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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行业|行业追踪 

华为：2020 年年报及 2021 年分析

师大会战略解读及行业投资建议：

乱云飞渡仍从容 

 

华为在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14 日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分析
师大会。在本次大会中，我们看到华为发展的几个趋势： 

 华为消费者业务中的手机业务存在巨大压力，而“1+8+N”
战略中的“8+N”，即以手机为中心的 IoT业务发展依然强劲。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华为将作为 Tier1 的角色，提供新能源
汽车新增零部件以及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助力车企“造好”
车与造“好车”。 

 华为的云业务将会是重点发力方向，以弥补手机业务带来的
下滑。以软件为核心，强化云业务中的软件服务能力，从而
提高软件服务收入的占比。 

 华为连续两年推动通信行业全光网络的发展，加速千兆光网
的建设。推动无线通信从 5G 向 5.5G 发展。 

投资建议： 

第一、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步入下行通道。

给予苹果、三星、小米、OPPO、vivo 等头部更好的成长
空间。这个趋势预计今明两年会持续发酵。 

第二、与我们在 2021 年科技行业展望中的判断一致，即智能手
机周边的 IoT 品类（包含电视、笔记本电脑）的市场规模
占比已经比较大，占整个消费电子市场规模的 45%。因
此，我们对 IoT 品类扩张战略的品牌和供应商保持乐观，
如小米、比亚迪电子、丘钛等。 

第三、新能源汽车电子化智能化趋势给予原有的智能手机电子
供应链进入的机会。未来十年的市场规模有望持续高速
成长。对于新能源汽车有战略布局的企业利好，包括舜
宇光学、韦尔股份、比亚迪电子、闻泰科技、丘钛、小米

等。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蔚来、小鹏、理想、比亚迪等
头部新能源车企有望持续维持增长动力。 

第四、云相关业务在各行各业应用逐渐普及。除了相应的硬件
端的存储端的投资机会，我们也建议投资人关注软件端
的投资机遇。 

第五、华为持续推动无线网络从 5G 向 5.5G 发展，以及网络通
信全光的发展。建议投资人关于通信行业中的无线网络
和全光通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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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1810.HK）：小米造车，生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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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点，买还是不买？》（2020-12-14） 

《2021 年科技行业展望：需求回暖上

升，格局稳中有变》（2020-12-08） 

《智能手机光学公司 11 月刊：华为拖

累 10 月出货，大选落地推动供应链普

涨》（2020-11-10） 

《小米智能手机空间再分析：华为荣耀

vs 小米》（2020-10-15） 

《小米首次覆盖路演反馈：华为的空间

和小米的估值再探讨》（2020-09-17） 

《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征战全球》（2020-

09-01） 

《解读美商务部对华为出口限制禁令

再次升级》（2020-08-18） 

《华为 2020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解读：

上半年消费者业务优于预期，三季度手

机需求走弱》（2020-07-15）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cdfecfc61bf.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6064140dddc59.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6034647a65690.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d813c88851f.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d813c88851f.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cdfecfc61bf.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cdfecfc61bf.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aa2d9f081ca.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aa2d9f081ca.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aa2d9f081ca.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89688e6063d.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89688e6063d.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644e09359c3.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644e09359c3.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4dee1edd5c3.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3d0155adc66.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3d0155adc66.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0ea2547d292.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0ea2547d292.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0ea2547d292.pdf


 

2021-04-14                                                  2 

 华为 2021 年战略方向 

 

图表 1：华为 2021 年五大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 

一 优化自身业务产品组合，增强业务韧性 

二 最大化 5G 价值，定义 5.5G，推动行业演进 

三 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全场景智能体验 

四 为低碳、节能领域提供创新动力 

五 设法解决供应链的挑战 
 

资料来源：华为分析师大会、浦银国际 

 

通过对比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分析师大会主题演讲分享，我们

留意到华为云相关的会议数量明显提升。另外，华为也积极推

动 5G 应用落地和 5.5G 的发展。我们看到华为正努力去弥补受

到美国制裁而开始下滑的手机业务。华为正积极优化自身产品

来保持整体业务的增长。 

 

用户端，即 C 端领域，华为努力扩张 IoT 硬件，采用 HarmonyOS

革命性的分布式技术，帮助硬件厂商实现升级。一方面，用软

件重新定义硬件，让硬件设备带来差异化的智慧体验；另一方

面，HarmonyOS 生态中设备的硬件能力可以互助共享，提升产

品二次服务触达率，提高产品附加值。 

 

同时，“碳达峰、碳中和”加速新能源转型。华为致力于通过发

展管理技术、控制技术、储能技术和电力电子基础技术，来实

现绿色发电、绿色储能及绿色用电，构建一张智慧的能源互联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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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消费者业务有压力，也有亮点 

从今年华为分析师大会的会议议程设置来看，华为关于消费者

业务的主题较去年减少。我们认为这与华为受到美制裁导致的

业务压力也有相关。 

 

2020 年下半年，华为的消费者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8%，主要原因

是华为智能手机出货量在 3Q20 和 4Q20 同比下降 22%和 42%。 

 

但是，亮点在于消费业务中，从手机为中心，发散开的智慧办

公、运动健康、智能家居、智慧出行和影音娱乐的收入在 2020

年获得 65%的增长。 

 

我们会持续跟踪观察，在手机出货量下滑后，华为 IoT 相关业务

的后续的持续发展动能。 

 
图表 2: 华为 2H20 收入拆分详情 
 

  1H19 2H19 1H20 2H20 

收入（人民币亿） 
    

运营商业务 1,465 1,502 1,596 1,430 

企业业务 316 581 363 640 

消费者业务 2,208 2,465 2,558 2,271 

其他 24 27 23 32 

合计 4,013 4,575 4,540 4,374 

     

同比增速 
    

运营商业务     8.9% -4.8% 

企业业务 
  

14.9% 10.2% 

消费者业务     15.9% -7.9% 

其他 
  

-4.2% 16.9% 

合计     13.1% -4.4% 

     

收入拆分 
    

运营商业务 36.5% 32.8% 35.2% 32.7% 

企业业务 7.9% 12.7% 8.0% 14.6% 

消费者业务 55.0% 53.9% 56.3% 51.9% 

其他 0.6% 0.6% 0.5% 0.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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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关于新能源汽车 

华为造车的问题是市场比较关心的问题。华为就此问题给予比

较清晰的解答。结论就是，华为不造车，但是希望帮助车企造

好车。 

 

 通过自身 ICT 能力，华为致力于新能源汽车新增部件的供

应，例如自动驾驶软件等。这也是华为优化自身产品组合

战略的一部分。 

 

 华为目前与三家车企分别成立子品牌，包括北京汽车、重

庆长安和广汽。华为为其 inside 模式的品牌设计了 HI 的

logo，而只有使用了华为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才会配有此

logo。 

 

总结来说，华为将 ICT 产业延伸至智能汽车领域，通过智能网

联、智能驾驶、智能电动、智能座舱和智能车云打造智能汽车

解决方案，做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供应商，帮助车企“造

好”车，造“好车”，与产业伙伴携手构建美好的智能出行世界。 

 

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体现华为对该行业的乐观预期。我们在新

能源汽车首次覆盖报告中也同样提到，看好这个行业未来十五

年的黄金增长。我们相信这其中会孕育巨大的机会。 

 

  

 

图表 3：华为将加大投入智能汽车的新增零部件，如自动驾驶软件 
 
 

资料来源：华为分析师大会、浦银国际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d813c88851f.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fd813c88851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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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之收取者透过接受本报告（包括任何有关的附件），表示及保证其根据下述的条件下有权获得本报告，且同意受
此中包含的限制条件所约束。任何没有遵循这些限制的情况可能构成法律之违反。 
 
本报告是由从事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中第一类(证券交易)及第四类(就证券提供意见)受规管活动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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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定义 

证券评级定义: 

“买入”：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超过同期其所属的行业指数 

“持有”：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与同期所属的行业指数持平 

“卖出”：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逊于同期其所属的行业指数 

 

行业评级定义（相对于 MSCI 中国指数）： 

“超配”：未来 12 个月优于 MSCI 中国 10%或以上 

“标配”：未来 12 个月优于/劣于 MSCI 中国少于 10% 

“低配”：未来 12 个月劣于 MSCI 中国超过 10% 

 

分析师证明 

本报告作者谨此声明：（i）本报告发表的所有观点均正确地反映作者有关任何及所有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的个人观点，

并以独立方式撰写 ii）其报酬没有任何部分曾经，是或将会直接或间接与本报告发表的特定建议或观点有关；（iii）该

等作者没有获得与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相关且可能影响该等建议的内幕信息／非公开的价格敏感数据。 

 

本报告作者进一步确定（i）他们或其各自的关联人士（定义见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

没有在本报告发行日期之前的 30 个历日内曾买卖或交易过本报告所提述的股票，或在本报告发布后 3 个工作日（定

义见《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内将买卖或交易本文所提述的股票；（ii）他们或其各自的关联人士并

非本报告提述的任何公司的雇员；及（iii）他们或其各自的关联人士没有拥有本报告提述的证券的任何金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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