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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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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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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期，公司未拟定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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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 600756 泰山旅游、齐鲁软

件、G鲁浪潮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宝伟 王亚飞 

电话 0531-85105606 0531-85105606 

办公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 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 

电子信箱 600756@Inspur.com 600756@Insp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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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4,400,125.99 3,092,035,500.07 -1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31,425,314.27 2,045,853,667.90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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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38,734.60 -228,811,945.34 -23.17 

营业收入 451,355,516.78 360,774,043.28 2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226,259.18 21,943,337.37 -3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060,176.51 21,342,085.35 -3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9 1.35 减少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4 0.071 -38.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4 0.071 -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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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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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09 61,881,000 0 无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0 9,070,294 0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8 9,001,194 0 未知   

文细棠 境内自

然人 

1.26 4,081,824 0 未知   

郑伟 境内自

然人 

0.67 2,183,145 0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境内非 0.64 2,089,700 0 未知   



融增强 64号 国有法

人 

泰安市泰山宾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0.61 1,991,617 0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9L－

FH002沪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5 1,798,228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55 1,767,432 0 未知   

黄荣庆 境内自

然人 

0.41 1,320,01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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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大力推进电子政务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任务，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十二五”期间的

快速推进，中国电子政务已经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各级政务部门平稳运转和高

效履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阶段，是全面深

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时期，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持续迅猛发展，对经济社会运行、生产生

活方式、治国理政模式正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电子政务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要求，正处

于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的关键历史时期。“十三五”时期，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

的重大机遇，从国内来看，建立在数十年发展基础上的电子政务又迎来政府深化改革的新契机和

国家高度重视电子政务发展的强有力制度保障。《“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将通过信

息化建设支持善治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发展电子商务等列为主攻方向，将“互联网+政务服

务”行动列为优先行动。 

电子政务建设是我国政务部门提升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 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战略举措。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电子政务将加强统筹协调，

不断深化建设与应用，中央和省级政务部门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超过 85%，市、县平均分别达



到 70%、 50%以上。同时，在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等新技术的影响下，各级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军队等政务部门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工程将横向铺开、纵向深化，电子政务应用系

统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国家陆续

颁布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3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6]51 号）、《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 号）、《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技术

体系建设指南（国办函 2016[10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2017〕39 号）等，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提出：政务服务与信息共享是“互

联网+政务服务”的一体两翼，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智慧政府方案和服务供应商的战略定位，持续鼓励自主创新，积极践行

云计算和大数据转型战略，集中资源加大在云计算、大数据重点领域的研发投入，聚焦关键行业，

稳步推进业务整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始终坚持“斗志+方法论”，深化以

效益为导向的目标责任体系，在规模、效益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动转型发展。 

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45,135.55万元，同比上升 25.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22.63 万元，同比下降 35.17%；每股收益 0.044 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

额 273,440.01 万元， 同比下降 11.5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3,142.53 万元，同比下降

0.71%；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同比下降 0.66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 6.27元，同

比下降 0.72%；资产负债率 25.73%，同比下降 8.11 个百分点。 

在烟草电子商务领域，公司为烟草行业建设了贯穿烟草供应链的省级卷烟营销平台，截止上

半年，公司省级卷烟营销平台已在烟草系统 33个省级公司。公司正借助营销平台的推广，确保在

卷烟营销信息化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另外，公司积极借助行业市场化要求，加强产品创新，满

足各省的个性化创新需求。 

围绕“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强国战略”、“互联网+”、

“大数据”等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国家对电子商务提出了新的任务，电子商务要为构建“网上丝

绸之路”、促进创新创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发挥作用。商务部发布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

划明确当前电子商务的五大任务，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建设理念。公司电子

商务整体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公共服务、跨境电子商务、农村电子商务、供应链电子商

务、产业链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 B2C网上零售、B2B网上交易、供应链电子商务、C2B

电子商务、大宗商品交易、跨境电子商务多种交易模式，并根据客户需求为各行业及企业客户提

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公司将继续提升电商平台的核心能力，聚焦行业，提供具有行业特色的“互

联网+产业链+大数据”的整体方案。 

在区域电子政务领域，公司新开拓陕西省以及长春、呼和浩特等地市应用，继续保持互联网+

政务服务领导厂商地位，业务覆盖国内 29 个省份，其中包含 9 个省本级、14 个省会或副省级城

市，由公司承建的广州“一窗式”服务改革写入（国办发〔2016〕23号）文，建设成果得到了国

家层面的认可，成为全国各地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样板。随着国家一系列针对“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设规范文件的下发，以往分散的政府业务数据往政务服务平台集中，公司未来将以

地市级政务服务为核心业务，由系统建设逐渐向运营服务转变。 

在行业电子政务领域，公司致力于用先进的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和

服务社会的能力。在推进教育、工商、民政等领域行业云应用的同时，积极开拓食药监、国土等

领域。伴随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公司因势利导，依托在教育行业实施中小

学生学籍管理系统的前提，持续稳固教育信息化高端地位，同时不断挖潜老用户，重点拓展广西、

河南、山西等省级和地市级新客户。公司智慧食药监解决方案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及多

个省级食药监局、各省会、副省级城市、地市级食药监局提供服务，2017年，公司将重点打造山



东、广东两个典型省级食药平台和深圳、济南两个市级平台案例，总结实施经验，加强市场推广。 

系统集成为公司传统业务，可为多个行业提供数据中心、指挥中心、网络安全等整体解决方

案，为公司推进行业解决方案提供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大力促进管理创新，强化过程管理及目标导向，着

重提高人均产能，充分调动公司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全力推动公司加快向云计算、大数据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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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财政部发印发关于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 

第八届四次董事会 与日常业务相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其他收益，不影响公司的损

益、总资产、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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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