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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林杨

董事

因公

郭为

杨晓樱

独立董事

因公

罗振邦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神州信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55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燕

孙端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8 号楼神州信息大厦六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8 号楼神州信息大厦六层

电话

010-61853676

010-61853676

电子信箱

dcits-ir@dcits.com

dcits-ir@dci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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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684,581,162.12

3,558,061,345.96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911,048.33

79,420,994.58

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0,465,893.94

76,985,831.50

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9,944,693.69

-130,981,627.07

-73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4

0.0865

1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4

0.0865

1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2.42%

-0.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734,788,287.93

9,498,234,489.39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86,009,118.84

4,601,658,325.77

1.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9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43%

389,540,110

0

质押

288,717,698

萍乡信锐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35%

119,021,176

0

质押

4,700,000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12%

87,866,423

0

0

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6%

49,708,280

0

0

Infinity I-China
Investments(Israel),L.P.

境外法人

1.94%

18,716,834

0

质押

18,716,834

冯健刚

境内自然人

1.15%

11,083,178

10,933,178

质押

3,970,000

王宇飞

境内自然人

1.11%

10,729,892

9,972,832

质押

9,000,000

程艳云

境内自然人

0.89%

8,527,926

8,52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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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

境内自然人

0.85%

8,175,038

7,978,264

吴冬华

境内自然人

0.80%

7,735,638

7,735,638

质押

3,497,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神码软件与萍乡信锐之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
四条的规定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外，神码软件与前十大其他股东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概述
2017年上半年，随着我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等一系列重大科技举措，各行各业的创新
蓬勃发展，各种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开启了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信息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按需供给、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保障。神州信息秉承“数字中国”的使命，凭借服务于我国金融、电信、政企、农业等行业的经验
优势及趋势洞察，2017年上半年发布了新战略，公司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量子通信等新技术，大力推动云服务、智能运
维服务、量子通信服务的发展，努力成为“云时代的新型IT服务商”；同时，构建“一中心双平台”
（跨界大数据中心、智慧
农业服务平台和企业融合服务平台），努力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产业互联网企业，打造“IT+”产业融合新业态，助力行业升级、
价值重塑。
上半年，云计算在我国大型行业加速渗透和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布局准备，神州信息现已具备云技术产品、云运维服务
和第三方云平台运营等三位一体的云服务能力，并荣获目前国内云服务的最高等级资质——ITSS云计算服务能力二级资质，
3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获评“2017中国十佳云计算方案商”。今年以来，在私有云及混合云方面，公司成功推出了云战略规划咨询服务、企业私有
云实施服务以及云综合管理软件产品，帮助行业用户制定符合其发展需求的云模式，提供一站式私有云建设服务；并在复杂
的技术环境下，为行业用户提供云计算基础资源管理、应用资源管理、服务资源管理、统一门户服务、安全管理服务及云运
维等服务。在公有云方面，公司搭建的金融云、税务云、农业云平台快速发展，帮助用户创新服务模式和服务价值，开拓新
领域和新业务。
上半年，大数据应用创新进一步深入金融、电信、税务、政务、农业等各行业的复杂的业务深网中，神州信息运用大数
据技术帮助行业用户进行深网数据价值的挖掘，利用数据驱动跨产业链的融合和服务创新。其中，公司金融大数据服务，支
持金融机构跨界创新，完善征信体系；税务大数据服务支撑国家税收从数据集中、应用管理向数据治理升级；政务数据服务
进一步实现信息惠民，改善公共服务水平；通信大数据服务支撑运营商盘活数据资产，挖掘数据价值，推动通信数据的产业
化应用；三农大数据服务通过农村管理服务、农业生产服务、农业交易服务建立农业深网数据链，利用数据分析和预测来“知
天”，有力地支撑精准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公司研发的三农大数据指挥舱也获得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与认可，公司
也成功入选“2017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
在智能运维服务方面，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系统环境、高强度运维及人力成本激增等问题，公司凭借积累的分析能力与强
大的运维大数据资源，实现了操作机器人技术、跨平台业务监控与运维安全相结合的产品，协助多家金融和企业客户实现了
全业务自动化运维管理，并获得了中国证券协会颁发的自主创新奖。
公司将量子通信作为重要的战略业务之一大力推进发展，希望全面参与国家量子通信骨干网的建设及服务，并推进量子
通信技术在金融、政务等行业的深度应用，引领量子保密通信技术的产业化发展。今年上半年，公司与国科量子、科大国盾
及天津滨海新区等达成进一步的战略合作，在天津建设量子通信产业基地，服务于京津冀地区的政务、交通、能源、互联网
等行业的电子认证需求，支持京津冀的智慧城市建设和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2）主营业务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公司发布了“IT+”产业融合新战略，在确保稳健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云计算、大数据、智能运维及量
子通信等战略业务的发展，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增长蓄能增效。上半年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发展，签约质量、业务毛利率等经营
指标明显提升，实现营业收入36.8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6%；业务毛利率达到18.95%，较去年同期提高2.31个百分点；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9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73%。
公司主营业务技术服务、农业信息化、应用软件开发、金融专用设备相关业务及集成解决方案，2017上半年的发展情况
如下：
技术服务
上半年，公司技术服务业务继续巩固在产品化、自动化服务领域的优势，加强数据分析和智能运维的发展，整合服务资
源，努力构建服务新生态。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实现收入9.7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44%；业务毛利率达到25.80%，
较去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公司推进智慧数据中心SDC服务及云运维业务的发展，依靠高水平的技术专家团队为客户提供
云规划、云部署与云运维的先进云服务，并成功中标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业务运维、云运维、数据中心运维的统一服务项目；
公司的自动化运维平台Service Jet已广泛应用于银行、证券、电信、政企等行业，今年上半年又成功签约进入军工行业；公
司的自动化测试服务也新签厦门国际银行等客户；安全运维服务成功签约广西移动。
农业信息化
今年上半年，我国加快了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的相关工作，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也形成多点突破。公司凭借农地确权业
务的全国性市场覆盖，在农地确权后市场及智慧农业领域，加快了发展步伐。报告期内，公司农业信息化业务实现收入0.9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19%；业务毛利率达到50.17%，较去年同期下降2.04个百分点。公司依托“一网一库三服务”架构，
逐步构建智慧农业服务平台，以发挥IT技术、产业融合、服务增值的优势，助力我国农业农村的改革发展。在农业大数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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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公司研发的“三农大数据指挥舱”在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落地，获得国家领导的高度认可；在农村管理服务
方面，公司进一步推进农地确权业务，中标云南、新疆和重庆等地的大项目，以及吉林、甘肃2个省级平台，承建国家级农
村土地确权数据集成建库项目，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在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公司农业物联网加强了智能灌溉、水肥一体
化产品在智能园区的应用，成功签约河南洛宁县一二三产融合示范等项目。
应用软件开发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金融、电信、政企等行业涌现出旺盛的资源整合、产业链对接、上下游协同发展的需
求，这带动了公司应用软件开发业务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应用软件开发业务实现收入3.6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27%；
业务毛利率达到30.10%，较去年同期下降1.13个百分点。在金融行业，公司的五大软件产品族积极结合分布式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实现技术架构转型升级及经营模式的变革。报告期内，公司中标7家银行的核心系统、10
家金融机构的企业服务总线系统以及7家银行的智能网点系统，市场销售强劲。在税务行业，公司承建的“金税三期”管理决
策平台支撑国家首次实现了全国税务数据大集中，完成了由行业信息化向管理型应用和数据治理服务的业务升级。公司涉税
数据服务成功签约新疆地税、山西地税。在政务行业，公司成功签约江苏省省级征信平台“信用江苏”项目、柳州市公共信用
信息平台建设及运行维护等项目，在智慧城市的信用城市建设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金融专用设备相关业务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移动互联网、生物识别、AR/VR等创新技术快速应用，银行大力推进网点转型与业务
流程再造，国内ATM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报告期内，公司金融专用设备相关业务实现收入1.1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43%；
业务毛利率达到40.09%，较去年同期下降8.55个百分点，主要因市场竞争价格下降所致。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采取
双轮驱动的业务发展策略，一方面，充分发挥自主创新、安全可控的服务优势，保持原有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将加
快非现金产品的创新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提升公司金融专用设备及衍生业务的市场服务能力。
集成解决方案
云计算基础设施在金融、电信、政企、制造等行业的需求和应用水平显著提升，行业用户数据中心普遍存在优化需求；
同时，国家网络安全法落地，推动了各行业的信息安全建设，这成为公司集成解决方案业务发展的两大助力。报告期内，公
司集成解决方案业务实现收入21.2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25%；业务毛利率达到11.30%，较去年同期提升2.30个百分点。
公司进一步推进量子技术产业化进程，继成为国家量子产业联盟首批成员、量子协会副会长单位后，于2017年6月又正式成
为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成员单位，将参与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产业标准的制定工作，
并参与天津量子通信产业基地的投资建设。此外，公司还成功签约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中国支付清算行业协会网络支付
清算平台等大型项目，进一步展现了服务优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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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郭为
2017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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