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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18-045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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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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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54,070,4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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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10-82705651 010-82705651 

电话 010-82705411 010-8270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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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中国市场领先地位，同时，以云计算为核心的战略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于本公司业务的详尽讨论，请参见第三点的“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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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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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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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非流动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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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2,215,950,458.56 40,531,123,500.93 40,531,123,500.93 53.50% 458,063,353.60 458,063,35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22,924,713.03 403,795,179.08 403,795,179.08 79.03% 21,363,244.02 21,363,24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7,321,169.24 189,521,211.71 189,521,211.71 77.99% -13,511,132.65 -13,511,132.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1,800,291.05 345,882,116.26 345,882,116.26 -184.36% -13,502,356.55 -13,502,356.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53 0.6677 0.6677 65.54% 0.06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53 0.6677 0.6677 65.54% 0.06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0% 19.04% 19.04% 5.06% 12.12% 12.1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4,273,190,387.85 17,037,169,575.96 17,038,725,301.51 42.46% 448,008,298.67 448,008,29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50,058,916.99 2,648,163,405.59 2,648,163,405.59 26.50% 186,999,858.89 186,999,858.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224,921,603.66 13,875,018,647.63 14,099,115,663.97 22,016,894,54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262,046.98 118,558,867.98 108,890,439.33 410,213,35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129,678.48 99,855,756.48 91,936,894.50 66,398,839.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329,362.50 668,182,654.67 146,298,002.60 -972,951,585.8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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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52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52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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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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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0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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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17,500 

深圳市宝安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2% 26,261,7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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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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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7,004,700 0   

张明 境内自然人 1.03% 6,729,500 6,729,500 质押 3,550,000 

重庆国投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5,094,0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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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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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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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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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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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国民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供

给侧结构性调整初见成效。作为网络互联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公

司顺应形势，抢抓机遇，坚决推进以云计算为核心的战略转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期公司各项业务情况如下： 

1、云计算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02亿元，毛利率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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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依托强大的资源整合优势、专业的云服务能力和遍布全国的营销渠道网络，围绕混合云架构，为企业提供云计算资源、

云管理服务及场景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持续优化云上架构，保障云上系统的安全及高可用，为企业核心业务保驾护航，致

力于成为中国市场最领先的云管理服务提供商。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收购上海云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角”）。上海云角是国内领先的云计算增值服务

提供商，专注于公有云和混合云平台的迁移、运维和软件研发，成功为上百家世界500强公司和其它企业提供了云计算相关

的技术咨询、培训、运维、优化，开发基于“云”的各种服务。公司深度整合上海云角和神州云计算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双

方在云资源聚合和云服务上的协同，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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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云舶”跨云管

理平台以及ServiceQ云运维管理和企业IT服务平台，为企业客户提供包括咨询、部署、迁移、运维、开发、培训在内的全生

命周期的专业云服务；基于云计算平台为汽车、零售、媒资等行业客户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解决方案；全面对

接AWS、Azure、阿里云、Oracle和华为云5大顶级公有云资源，成为国内唯一同时获得AWS、Azure、阿里云国内最高等级

合作伙伴身份的公司，也是首批通过Oracle Cloud MSP认证的大中华区合作伙伴及华为战略合作伙伴；以Salesforce、SAP、

Oracle、MS Office365为主力，构建起汇聚120余种主流云应用SaaS资源、500余家云生态合作伙伴资源的云资源池；获得工

信部下发的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经营许可(云服务牌照)，云服务牌照是继IDC、ISP、ICP和多方通信牌照后，公司云业务再

度收获的重量级认证，为公司开展定制公有云业务奠定资质基础。 

2、整体经营情况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公司将2016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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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数字。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2.16亿元，同比增长54%，同

口径增长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3亿元，同比增长79%，同口径增长1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

利润3.37亿元，同比增长78%，同口径增长57%；基本每股收益1.1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242.73亿元，较

上年度末增加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3.50亿元，较上年度末增加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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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营发展目标。 

3、打造神州数码国际创新中心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投资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开工建设神州数码国际创新中心（IIC）。公司将

郭为 

神州数码 

（000034.SZ） 

23.66% 

http://product.pcpop.com/DC/0000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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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入驻，为创新企业提供与全球科技巨头合作对接的平台，深度融合国内外创新人才、技术和资源，

全面激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等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动能，将神州数码国际创新中心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面向国际的创新窗口和吸引国际高端创新要素的集聚地。 

4、成立神州数码智慧教育联盟 

报告期内，公司在武汉召开教育行业合作伙伴研讨会，成立“神州数码智慧教育联盟”，携手全国教育行业3000余家渠道

合作伙伴，以科技赋能教育行业，全面推进教育科技布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消费电子业务 38,799,914,177.57 1,075,662,848.64 2.77% 56.97% 36.97% -0.40% 

企业增值业务 22,819,002,929.50 1,658,597,670.52 7.27% 45.51% 40.97% -0.2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3.5%，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53.79%，主要由于(1）上市公司收购神州控股下属

IT分销业务公司交易事项于2016年3月完成，上年同期仅包含收购公司后三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2）本报告期华

为、苹果业务增长，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增加。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79.24%，主要由于 

（1）上市公司收购神州控股下属IT分销业务公司交易事项于2016年3月完成，上年同期仅包含收购公司后三个季度的利

润； 

（2）本公司之子公司Digital China(HK)limited本报告期取得迪信通23.75%股权，并于7月向迪信通派驻一名董事。本公

司管理层认为本公司之子公司Digital China(HK)limited对迪信通有重大影响，故对其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法核算。根据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2017）第2-1330号《资产评估报告》，迪信通2017年6月30

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325,900.67万元，本公司享有的迪信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77,409.56万元。本公司将对迪信

通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迪信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34,172.29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3）上年同期利润中包含处置重大资产出售之标的公司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约2亿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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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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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修订的规定，与本集团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财务报表的影响：2017年度，其他收益增加4629万元，营业外

收入减少4629万元。 

②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

以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要求： 

 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2017年末本公司无持有待售资产或负债事项，期初比较数

据不调整。 

 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

“资产处置收益”。2017年度本公司资产处置亏损65,535.59元，调整同期比较数据资产处置收益700,075.10元。 

 利润表新增“其他收益”行项目，2017年度其他收益46,287,380.87元，同期比较数据不调整。  

 利润表新增“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7年度本公司无终止经营事项，同期比较数据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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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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