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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0                           证券简称：银江股份                           公告编号：2017-082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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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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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江股份 股票代码 3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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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智慧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西湖经济科技园西园八路 2

号 G 座 
 

电话 0571-89716117  

电子信箱 enjoyor@enjoyor.net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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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35,062,699.00 844,044,978.05 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393,035.94 202,165,551.18 -5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2,232,074.46 79,654,175.60 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342,732.85 -267,649,283.63 6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1 -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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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1 -58.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7.0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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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3,254,717.05 5,468,779,767.61 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75,054,975.34 2,984,487,076.66 3.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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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江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34% 159,608,600 0 质押 133,200,0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4.24% 27,835,840 27,813,840 冻结 27,835,840 

华安资产－工商

银行－长安信托

－银江股份定增

权益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2.49% 16,347,828 0   

云南惠潮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10,199,946 0   

上银基金－浦发

银行－上银基金

财富50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88% 5,800,000 0   

钱小鸿 境内自然人 0.53% 3,507,460 2,630,595   

上银基金－浦发

银行－上银基金

财富49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1% 3,373,913 0   

樊锦祥 境内自然人 0.50% 3,265,660 2,449,245   

深圳市润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3,253,035 0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3,148,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华安资产－工商银行－长安信托－银江股份定增权益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属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对象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云南惠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公司非公开发行对象、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银基金财富 50 号资产管理计划和上

银基金－浦发银行－上银基金财富 49 号资产管理计划属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对象上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对象所持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上市流通。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钱小鸿为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樊锦祥为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除此之外，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在公司上述股东中，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陈文生、蒋军祖是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

户股东。公司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5,078,600 股外，

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530,000 股，实际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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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159,608,600 股；公司股东陈文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仅通过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22,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822,900

股；公司股东蒋军祖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500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03,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09,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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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年度经营计划，抓住机遇不断扩大业务市场，升级城市民生服务战略。公司以传统智慧城

市业务为支撑，拓展大数据运营服务和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各领域的应用等创新业务，谋求在新的业务领域建立核心竞争力

和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各项业务整体表现良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506.27万元，同比增长10.87%；营业利

润9,796.50万元，同比下降56.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39.30万元，同比下降58.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223.21万元，同比增长3.24%。 

1、业务和产品方面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智慧交通应用系统覆盖了全国268个大中小城市，国内1390家医院（含区域医疗）在使用公司的智能

化、信息化系统和互联网医疗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含中标但未签合同的订单，不含框架总包项目）共计135,479.42

万元。其中，按领域划分：智慧交通业务新增订单41,594.05万元，智慧医疗业务新增订单28,379.64万元，智慧城市业务新增

订单65,505.74万元。按区域分：华东地区新增订单45,436.65万元，华南地区新增订单44,586.57万元，华西地区新增订单

13,417.84万元，华北地区新增订单18,403.34万元，华中地区新增订单13,635.03万元。 

目前，公司围绕构建城市数据大脑和重点领域应用系统产品体系，主要产品包括城市级交通指挥中心管控平台及各应用子系

统、城市级区域医疗健康信息平台及各应用子系统、城市级司法行政电子政务平台及各应用子系统，以及运用“互联网+人

工智能”打造的城市级民生服务大数据平台及各应用子系统，这些产品分别面向城市中不同管理和应用场景中的不同对象，

通过数据的挖掘、分析、应用、运营，为政府和第三方提供数据运营服务，实现覆盖智慧城市全领域的平台系统及各应用子

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合作成立警企联合实验室，致力于共同破解城市交通面临的困难问题，推动杭州

市智慧交通发展。目前，在杭州市政府的组织下，公司正与阿里云等企业一同建设杭州城市交通数据大脑中的重要部分，即

交通小脑，公司承担了杭州市地面道路交通信号优化控制，自主研发的交通云脑信号服务平台即将在杭州市进行推广应用。 

2、经营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新增授权专利20项、正在申请注册的新增专利有13项、软件著作权92项、软件产品6项、

资质证书1项。报告期内，公司先后获得“2016年度中国安防百强工程商”、“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重点联系企业”、“2016

年中国城市智能交通系统集成商业绩10强”、“2017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2017年第五届中国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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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推荐品牌”、“2016年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等荣誉。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投入，落实研发、营销等重点生产力部门的人才招聘工作，同时持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才

梯队建设，为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储备力量。 

3、资本运作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看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前景，以自有资金方式出资6,000万元，认购新三板挂牌企业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400万股股票。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北京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出售北

京亚太安讯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最大限度的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通过智慧城市产业基金已对外投资了中安科技、远图互联、映墨科技、数牛金服、每日互动、微车、

叙简科技、投医网络、亦童科技等共33家优质项目，涉及智慧交通、互联网医疗、大数据应用、城市信息服务、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领域，公司及产业基金投资的企业目前已有10家公司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其中2家属

于创新层，部分参股企业准备IPO。 

2017年7月，公司顺利发行了2017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3亿元人民币，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改善了公司现金流

状况，有利于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展。此外，公司正在积极推进2017年公司债的发行，目前正在深交所反馈意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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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3月，公司新设子公司济南银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从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7年3月，公司增资杭州医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后股权比例为30%，从增资日之日起将其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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