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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2022/23 财年第二季度业绩 
联想连续十个季度实现盈利能力的年比年改善 

运营韧性和多元化增长引擎持续推动业绩 
 
2022 年 11 月 3 日 – 联想集团 (港交所: 992) (ADR: LNVGY) 今天公布集团第二季度业绩，连续第

10 个季度实现盈利能力的年比年改善。第二季度净利润额年比年提升近 6%至 5.41 亿美元。集团

总营业额提升至 171 亿美元，如排除汇率波动的影响，年比年增长 3%。 
 
联想所有主营业务都对实现净利润额的增长作出了贡献，证明集团正朝着净利润率翻番的中期目

标持续迈进。此外，集团新的多元化增长引擎继续表现强劲，方案服务业务（SSG）和基础设施

方案业务（ISG）的营业额均实现了大双位数的快速增长。个人电脑以外业务的营业额在集团整

体的占比超过了 37%。与此同时，集团的现金流表现健康，让集团能够有力推进研发投入翻番的

中期计划，上季度研发费用年比年提升 15%。 
 
当前外部的多重挑战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持续，集团需要保持灵敏，反应快速的战略执行和保持较

好盈利水平。集团将合理调配资源，对新的多元化增长引擎投资的同时，严格管控费用，提升效

率。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趋势在全球加速，联想看到了在“端-边-云-网-智”“新 IT”基础

上的长期机遇。在上个季度以及过去三年的业绩足以证明，联想正确的战略、强有力的执行，运

营的韧性，都有助集团穿越行业周期。加上联想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混合制造模式的强大

供应链、“全球资源，本地交付” 的原则和能力、以及健康的财务流动性，将能让联想抓住机遇，

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提升盈利能力。 
 
财务亮点： 
 22/23财年  

第二季度 
百万美元 

21/22财年  
第二季度 
百万美元 

变化  
 

集团营业额 17,090 17,869 (4%) 
税前利润 710 742 (4%) 
净利润 
(股东应占利润 ) 541 512 6% 
净利润 
(股东应占利润 - 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1]  591 591 (0%) 
 

基本每股盈利（美仙） 4.54 4.42 0.12 
 
联想董事会宣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 8.0 港仙。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的话 

“上季度，联想集团克服全球市场重重挑战，再次实现稳健业绩，连续第 10 个季度实现盈利能力

的年比年改善，按固定汇率计算的营业额年比年增长近 3%。个人电脑以外的业务势头良好，营

业额在集团整体占比已超过 37%。方案服务业务和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的营业额都实现了大双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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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增长。”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表示 “联想的战略前瞻、运营韧性和对多元化增

长引擎的持续投资，让我们为应对各种挑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我们都努力

兑现承诺，超越市场预期。” 

方案服务业务集团（SSG）：保持强势，为集团带来强劲增长及更高盈利水平 
 
业务机遇： 
预计到 2025 年，万亿级的全球 IT 服务市场将继续稳步增长，其中 DaaS（设备即服务）以及围

绕数据中心、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的运维服务增速更快。与此同时，包括智慧教育、智慧零售、智

慧城市和智能制造在内的垂直行业解决方案市场也将保持强劲增长。 
 
2022/23 财年第二季度表现： 
• 上个季度，SSG 的营业额年比年增长 26%，运营利润率进一步提升至 21.4%。 
• 各个细分业务领域再次实现了高增长和高利润的齐头并进。 
• 非硬件驱动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业务的营业额在 SSG 整体业务中的占比首次过半。 
 
可持续增长： 
• SSG 持续投资创新，并为垂直行业构建并积累积木式的通用解决方案，例如 SSG 内嵌了人工

智能边缘服务器的数字商店解决方案，现正助力全球最大的日用杂货零售商之一，在没有员

工干预的情况下把顾客自助结账出错量减少了 75%。 
• SSG 持续拓展环保服务产品组合，将碳补偿服务延至更多产品。 
• 新成立的联想电讯盈科企业方案公司自今年 8 月运营以来，协同效应已经开始初步显现。 
 
基础设施方案集团（ISG）：突破性的一年，营业额及盈利水平创新高 
 
业务机遇： 
到 2025 年，全球服务器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 1,340 亿美元，边缘计算设备市场将以超过 21%的

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达到 470 亿美元以上，而存储设备市场将达到 360 亿美元。 
 
2022/23 财年第二季度表现： 
• 实现 26 亿美元营业额，年比年增长 33%，运营利润达 3600 万美元，创历史新高，连续第四

个季度保持盈利。 
• 云 IT 基础设施业务和企业 IT 基础设施业务均实现超出市场预期的高速增长。 
• 边缘计算和存储业务的营业额均创历史新高，分别是去年同期的近 4 倍和 2 倍。 

 
可持续增长： 
• ISG全面增强了其基础设施产品组合，并继续投资于创新技术，特别是在边缘计算和服务领域。 
• 随着联想在中国、匈牙利以及墨西哥新工厂的建成投产，集团的运营韧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 ISG将在实现可持续盈利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以业内最快的增速成长，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端

到端基础设施方案提供商。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co2-offset-services-surpasses-1-million-metric-tonnes-sustainability-practices/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lenovo-pccw-solutions-first-day/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first-european-in-house-manufacturing-facility-ullo-hun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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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业务集团（IDG）：盈利强劲，超越竞争 

业务机遇： 
尽管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市场规模因宏观经济环境在短期内有所下降，长远来看，仍有望稳定

保持在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另外，随着联想从“智能设备”向“智能空间”延伸的趋势加速，基于场景

的解决方案市场将继续呈现稳定增长。  
 
2022/23 财年第二季度表现： 
• 智能设备业务保持其 7.4%的行业领先盈利能力，此乃得益于集团的卓越运营和持续创新，尤

其是对高价值高端细分市场的持续投资。 
• IDG表现优于主要竞争对手，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冠军的地位，在全球五个大区中的四个都遥遥

领先；在代表了联想约 65%个人电脑营业额的商用个人电脑领域，联想更是无可争议的市场

领导者。 
• 智能手机业务连续 10 个季度保持盈利，一系列新品丰富了产品组合，提升了产品竞争力。同

时，联想在拉丁美洲和北美仍保持稳固的市场地位，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并在扩张市场中

实现快速增长。 
• 联想基于场景的解决方案继续表现出强大的增长潜力，智能协作/会议系统营业额持续实现大

双位数的年比年增长。游戏场景业务的营业额创下历史新高。 
 
可持续增长： 
• IDG 继续专注于创新，以推动从智能设备向智能空间的扩展。 
• 集团将继续把在个人电脑领域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拓展个人电脑之外的业务，尤其是智能手机，

从而赢得更多市场。 
 
运营亮点和投资未来 
 
2022 联想创新科技大会—在其年度 Tech World 联想创新科技大会上，联想分享了其对跨用户、

空间和设备的协作发展愿景，为现实世界应用和元宇宙领域解锁无限可能性。联想发布了新概念、

解决方案和新兴创新技术，将定义我们未来在数字世界中工作、学习和参与的模式。 会上还公布

了一项全球首席技术官研究报告，该研究揭示了首席技术官对传统 IT 将如何继续演变为“新 IT”
架构的观点，客户端设备、边缘计算、云计算、网络和人工智能将协作解决共同的痛点，推动所

有行业进一步实现全球数字化。 
 
环境、社会、管治—联想最近发布了年度 ESG 报告，概述了未来几年的进展、雄心和目标。 在 
2022 联想创新科技大会上，联想进一步分享了其对净零排放的愿景，以及实现该愿景的第一步，

即 2030 年减排目标。联想正将其减排目标与近期和长期的科学目标倡议相结合，为实现《巴黎

协定》的目标做出贡献。联想于 7 月推出的首批绿色债券被纳入彭博 MSCI 绿色债券指数，该指

数是机构 ESG 基金最重要的全球基准之一。同时，联想也在 2022 年恒生企业可持续发展指数中

获得最高 AA+评级，连续第二年在 IT 行业中获得最高分。 
 
创新—联想 9 月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年度指数中被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排名第 24 位。 
在 2022 联想创新科技大会上，集团展示了许多新的创新形态和想法，包括其用于智能手机和个

人电脑的卷轴屏概念验证和沉浸式远程呈现技术“网络空间”，有助于实现其净零愿景的创新技

术，以及公司为降低碳足迹而在产品和制造领域采取的行动。 
 
 

https://techworld22.lenovo.com/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smarter-tech-innovations-define-future-of-digital-world/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global-cto-study-reinforces-vision-new-it-to-shape-smarter-future/
https://investor.lenovo.com/sc/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_reports.php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lenovo-completes-us1-25-billion-bond-offering-with-inaugural-green-bonds-tranche-supporting-vision-to-achieve-net-zero-by-2050/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lenovo-included-in-bloomberg-msci-green-bond-index-for-the-first-time/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top-aa-rating-in-2022-hang-seng-corporate-sustainability-index/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top-aa-rating-in-2022-hang-seng-corporate-sustainability-index/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lenovo-ranked-one-of-worlds-most-innovative-companies/
https://news.lenovo.com/pressroom/press-releases/smarter-tech-innovations-define-future-of-digital-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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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量已通过剔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并购产生的无形资产摊销，并购相关费用；以及相关所得税影响（如有）进行调整。 
 
 
关于联想   

联想（HKSE: 992）（ADR: LNVGY）是一家年收入 700 亿美元的全球化科技公司，位列《财富》世

界 500 强第 171 名，在世界各地共有 75,000 名员工，服务遍布全球 180 个市场数以百万计的客户。

为实现“智能，为每一个可能”的公司愿景，我们在不断夯实个人电脑全球市场冠军地位的基础上，向

包括基础设施、手机、服务和解决方案在内的新增长领域拓展。这种变革与联想改变世界的创新共同

为世界各地的人成就一个更加包容、值得信赖和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社会。欢迎访问联想官方网站 
https://www.lenovo.com，并关注“联想集团”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官方账号，获取联想最新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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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 

 
财务摘要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季度业绩 
（百万美元, 除每股资料） 

 
  22/23 财年 

第二季度 
21/22 财年

第二季度 
年比年 
变化 

营业额  17,090 17,869 (4%) 

毛利  2,877 3,006 (4%) 

毛利率  16.8% 16.8% 0 个百分点 

经营费用   (2,026) (2,189) (7%) 

研发费用 
(包含在经营费用内)  

 (556) (482) 15% 

费用/收入比   11.9% 12.3% (0.4) 个百分点 

经营利润   851 817 4% 

其它非经营收入/(费用) -- 净额   (141) (75) 89% 

税前利润   710 742 (4%) 

税项  (156) (185) (16%) 

期内利润  554 557 (1%) 

非控制性权益  (13) (45) (72%) 

股东应占利润  541 512 6% 

股东应占利润 (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1])  591 591 (0%) 

每股盈利（美仙） 
基本 
摊薄 

  
4.54 
4.23 

 
4.42 
3.96 

 
0.12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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