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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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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马立宏 工作原因 杜涛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通信 600776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信B股 90094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祝平 方瑞娟 

电话 0571-86676198 0571-8667619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电子信箱 inquiry@eastcom.com inquiry@eastcom.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3,731,014,572.96 3,846,529,343.90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59,282,986.36 2,978,584,261.70 -0.6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714,016.24 -377,726,996.61 -5.82 

营业收入 1,018,347,428.64 1,242,786,621.21 -1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58,728.50 50,003,587.49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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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153,075.60 24,950,781.20 8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1.68 增加0.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63274 0.03981177 1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63274 0.03981177 12.1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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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4389 570,712,74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601 32,154,781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669 17,168,500 0 未知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境外法人 0.3393 4,262,206 0 未知   

谢文澄 境内自然人 0.2817 3,537,762 0 未知   

王艳芬 境内自然人 0.2657 3,336,715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2476 3,109,400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456 3,084,400 0 未知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2348 2,948,500 0 未知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2338 2,935,96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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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做优做强“企业网与信息安全、智能自助设备、信息通信技术服务

与运营”三大产业生态圈的总体目标开展工作，通过加大对产业生态圈研发投入，实现公司在核心

技术上的能力积累。同时，依靠对制造、采购等供应链支撑平台的优化，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

对三大产业生态圈形成强力支撑。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转型升级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8 亿元，同比下降 18%，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18%，同比增

加 4 个百分点。公司实现净利润 0.55 亿元，同比增长 1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各产业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 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产业： 

PDT 产品在公安市场的应用地域进一步扩大，在公安行业以外的地铁、海警、边检等细分市

场的拓展取得阶段性成果；TETRA 产品在北京地铁机场线列调签订合同，为公司未来在轨道交通

市场的发展打下基础。 

产品研发坚持“窄带为主、宽窄融合、应用集成”的方针，继续保持系统产品的技术优势，

增强终端产品能力。宽窄带融合解决方案研发进度稳健、多款终端产品研发按规划进度实施、

D5335PDT 车台已于报告期内正式发布。 

在信息安全方面，风控产品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范围和应用规模进一步扩大，已与多家互联

网运营公司签署商用合同，交易量稳中有升；防电信网络诈骗产品在公安和通信管理以及运营商

领域融合力度进一步加大，产品特色显现，在运营商市场、公安市场均取得合同。 

(2) 智能自助设备产业： 

在当前现金类 ATM 和 CRS 产品市场需求缩减和厂商间价格战的形势下，公司进一步强化在市

场开拓、新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力度，产业整体局面有了较大改观，现金类产品的合同和出货量逆

势大幅增长；在满足客户现金类设备需求的同时，公司紧跟市场需求，加大与客户的沟通力度，

把握最终客户的需求，不断推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新产品，非现金类智能自助新产品的市场

份额和出货量也取得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现金类产品稳定推进开拓农信社与城商行等新市场，农信市场得到进一步入围突

破，邮政邮储市场继续保持较高市场份额；非现金类智能自助产品稳定推进大行市场的开拓，股

份制银行、各城商行也取得不断突破。同时，非现金类产品供应链体系不断优化，客户需求的契

合度不断提高。 

在海外市场上，现金类产品发货量增长明显，非现金类产品也实现突破，对国内市场形成有

力补充。 

（3）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 

技术服务产业收入利润稳定增长：网优业务连续五年被评为华为全球金牌供应商；代维业务

拓展上海铁塔等代维业务；软件业务向大数据、云计算、全景化呈现、全功能定位转型，设立了

西安软件研发中心。各业务的齐头并进为产业的稳定增长提供保障，同时，产业注重内部的优化

提升，产业利润连续多年实现增长。 

金融维保服务总设备量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面对金融智能自助设备产业发生变革

的现状，金融维保服务推进精细化管理，注重客户满意度的提升，积极建立以客户满意度为标准

的质量管理体系，报告期内，维保服务总设备量和客户满意度持续提高。 

（4）其他产业： 

智能制造产业：在保障内部专网通信和智能自助设备产业制造品质及交期的基础上，EMS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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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稳定与原有大客户的战略合作，并积极拓展在物联网与汽车电子领域的市场机会。 

子公司杭州东方通信城有限公司的园区经营服务收入稳中有升，三期基建项目完成验收启用，

与清华启迪合资的杭州启迪东信孵化器公司顺利运营。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