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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17-096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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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董事全部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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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数码 股票代码 0000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继业 孙丹梅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九号数码科技广场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九号数码科技广场 

电话 010-82705411 010-82705411 

电子信箱 dcg-ir@digitalchina.com dcg-ir@digital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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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6,099,940,251.29 11,710,253,508.19 11,710,253,508.19 1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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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3,820,914.96 251,836,666.75 251,836,666.75 -1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8,985,434.96 55,049,337.45 55,049,337.45 22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4,853,292.17 183,214,144.52 183,214,144.52 191.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16 0.4535 0.4535 -31.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16 0.4535 0.4535 -31.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2% 14.61% 14.61% -7.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8,297,093,045.60 17,037,169,575.96 17,038,725,301.51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44,738,227.76 2,648,163,405.59 2,648,163,405.59 7.42% 

注：本期公司已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要求，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

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期末借方余额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的“其他

流动资产”项目列示；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要求对期初对比数据进行了调整，调整金额共计

1,555,725.55 元（其中母公司调整金额 875,089.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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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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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为  境内自然人 23.66% 154,777,803 154,777,803 质押 141,959,200 

中国希格玛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6% 80,185,746 0 质押 70,130,000 

王晓岩  境内自然人 9.88% 64,603,000 64,603,000 质押 64,603,000 

中信建投基金

－中信证券－

中信建投基金

定增 1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4.53% 29,609,700 29,609,700   

王廷月  境内自然人 4.12% 26,917,900 26,917,900 质押 26,917,900 

深圳市宝安建

设投资集团 
国有法人 4.02% 26,261,759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改革动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29% 15,000,091 0   

钱学宁  境内自然人 2.06% 13,459,000 13,459,000 质押 12,285,6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城镇发展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5% 7,500,000 0   

张明  境内自然人 1.03% 6,729,500 6,729,500 质押 5,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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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晓岩先生与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之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的规定

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 16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郭为先生

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余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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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0.80亿元，毛利率44.43%，云业务收入从无到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毛利水平明显高于传统业务。

公司以神州云计算为载体，依托自身资源整合优势，在云托管服务上进行全面布局：加强云服务能力建设，打造专业技术团

队，提供包括咨询、部署、迁移及后续的运营维护等一系列云增值服务；构建了云Marketplace资源聚合平台，整合14大类云

资源，对接阿里云, 微软Azure, AWS, 华为云, Oracle等5大公有云资源，引入120多家SaaS应用资源，为500多家云生态合作

伙伴提供完整的云服务；不断积累公有云服务能力，成为目前中国市场上唯一同时获得3A（AWS, Azure, Aliyun）TOP级合

作伙伴身份的公司，并获得多项专业认证。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上海云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角信息”）30%股权。云角信息是国内领先的云增值

服务提供商，为多家世界五百强公司提供了专业的云计算技术咨询、迁移、实施和运维等服务，其自主开发的云舶平台，能

够提供跨各种公有云和私有云的监控、计费和资源管理的SaaS服务。公司将整合神州云计算和云角信息优势资源，充分发挥

双方在云资源聚合和云增值服务上的协同，打通从上游海量云资源聚合到云增值服务的完整云服务价值链，强化在云增值服

务领域的卡位优势，努力成为中国市场最领先的云托管服务提供商（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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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合服务平台 

报告期内，神州商桥融合服务平台线上业务收入达164亿元，互联网营销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正

式发布“融合服务平台”战略，致力于在国家自主可控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技术，整合全

球领先的云到端的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打造中国最大的企业信息化融合服务平台，让企业信息化建设零门槛。公司将把

神州商桥融合服务打造为一个集资源聚合、资源共享、信息交互、大数据采集和应用为主题的智能生态系统，目前初步建成

了连接PC端和APP端的B2B垂直电商，成为公司全品类一站式展示与交易的平台。自运营以来，平台上线品牌达428家，商

品总数超52,000个，累计完成交易订单量32万笔。此外，承载IT工程师资源共享和增值服务交付的“神州邦邦”上架IOS和安

卓应用商店，已吸引超过3000名IT工程师入驻。“神州邦邦”将显著提升公司IT服务交付水平，有效拓展IT增值服务链价值，

助力渠道合作伙伴增强服务能力，降低服务成本，推动公司构建IT增值服务新生态。 

3、自有品牌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11亿元，毛利率28.19%，自有品牌收入高速增长，毛利水平明显提升。公司紧跟自主可控国家

战略，不断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通过本地化生产、本地化服务和本地化研发，在网络、存储、系统、安全四个

领域形成了覆盖21个品类、600多种产品的相对完善的自主产品体系。报告期内，自有品牌业务发展良好，主要包括：云科

网络全线产品入围央采并参与上海自贸区无线项目；云科数据中标中国人民银行第二代国库信息处理系统高端存储项目；云

科系统融合登云一体化解决方案发布，登云数据库一体机销售13台；云科安全大数据安全分析平台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获得8

项各类软件著作权专利。 

4、整体经营情况 

公司于2016年3月底借壳上市，2016年一季度业绩未并表，为了更直观地显示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公司将2016年上半年

深信泰丰资产处置收益影响剔除后，还原当前神州数码业务在2016年一季度的业绩，并以此作为同口径对比2016年上半年的

数字。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1.00亿元，同口径增长15.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亿元，同口径增长

99.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1.79亿元，同口径增长124.48%；基本每股收益0.31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182.97亿元，较上年度末增加7.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8.45亿，较上年度末增加7.42%。公司业

绩结构显著改善，业绩质量大幅提升，较好地完成了董事会制定的半年度经营发展目标。 

5、打造“新国际总部基地” 

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挂牌竞买，以36亿元成功竞得宗地编号为T207-0052的商业服

务业用地（土地面积25,634.91平方米，建筑面积206,000平方米）。超级总部基地反映出深圳市政府对公司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重要地位的高度认可。公司就此打造的“新国际总部基地”将显著优化资源配置，极大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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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

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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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在本年度因新设子公司增加深圳神州数码云科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神州数码云科数据技术有限

公司、深圳神州数码云科信息安全有限公司3家子公司。 

本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在本年度因注销清算减少神州数码（合肥）有限公司、长沙神州数码有限公司2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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