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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1                           证券简称：高升控股                           公告编号：2017-55 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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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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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陈国欣 

董红 董事 个人原因 于平 

张晓平 董事 个人原因 杨志武 

袁东风 董事 个人原因 杨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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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升控股 股票代码 00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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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继红  

办公地址 
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 19 号万钜国

际大厦 9 层 
 

电话 0728-3275828  

电子信箱 investors@go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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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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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8,872,891.67 282,097,197.41 4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413,456.80 47,463,224.49 7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9,069,935.62 46,767,375.69 6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6,008,477.35 8,236,060.45 1,06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1 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1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2.82%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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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6,850,591.65 3,820,594,679.50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07,111,602.66 3,511,982,505.82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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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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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宇驰瑞德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1% 79,275,198 79,275,198 质押 78,650,000 

蓝鼎实业（湖

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23% 72,769,291 0 质押 72,680,000 

翁远 境内自然人 8.81% 45,027,336 45,027,336   

于平 境内自然人 8.81% 45,027,336 45,027,336   

袁佳宁 境内自然人 3.25% 16,598,569 16,598,569   

王宇 境内自然人 3.25% 16,598,569 16,598,569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1.64% 8,728,211 0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

陕国投－陕国

投·新毅创赢定

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0% 8,401,639 8,401,639   

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三号 

其他 1.57% 8,196,721 8,196,721   

许磊 境内自然人 1.56% 7,990,654 7,990,6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前 10 名股

东之间，于平、翁远、许磊、袁佳宁和王宇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陕国投－陕国投 o 新毅创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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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第

二大股东、于平、翁远、许磊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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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以来，政策引导、提速降费、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云基础服务市场的进一步蓬勃增长。作为中国领先的综合云基

础服务提供商，公司全产业链布局的竞争优势日渐凸显。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887.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241.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64%。 

2017年上半年，公司的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主营业务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全资公司高升科技实现营业收入32,333.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62%，净利润5,860.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18%；上海莹悦（于2016年10月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实现营业收入9,691.96万元，净利润3,626.45万元。 

IDC方面，公司继续积累相关业务资源，并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VPN业务方面，报告期末，公司大容量虚拟专用网络

系统已开通站点160个，全网目前最大可支撑销售的端口容量已达4T；CDN业务方面，公司进行了CDN平台3.0升级，进一

步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及内部运维管理效率；APM方面，公司向ITOM（IT运营管理）、ITOA（IT运营分析）领域纵深拓展，

进一步拓宽客户种类，并提升各项业务的协同价值。同时，公司持续推进混合云、多活数据中心、DCI等创新服务模式的发

展。 

2、推进核心区位自有数据中心节点的部署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深圳创新云海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并开始推进深圳盐田二期数据中心项目和上海外高桥数据中心项

目的建设，不断完善核心区位自有数据中心节点的部署。 

3、继续推进并购整合，优化公司治理架构 

2016年公司完成综合云基础服务商的转型。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前期并购项目的内部整合，并不断优化公司的治理架构，

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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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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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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3月6日与创新云海之股东宁夏诚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股东杨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6,750 万

元的总价款收购创新云海 90%股权，并于2017年3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于2017

年4月正式将创新云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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