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88                                公司简称：用友网络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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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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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友网络 600588 用友软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欧阳青 孙炎子 

电话 010-62436838 010-6243635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 

电子信箱 ir@yonyou.com ir@yonyou.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005,703,090 2,192,311,944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656,504 -63,768,66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616,172 -103,447,76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82,414 -575,903,365 不适用 

营业利润 294,039,630 -57,109,661 不适用 

利润总额 297,047,841 -40,283,23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和股权激励成本的

净利润 

227,607,435 -62,706,282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07,979,300 5,849,167,848 -0.7 

总资产 13,808,765,349 14,033,979,575 -1.6 

总股本 1,899,594,096 1,464,217,811 29.7 

负债总额 7,097,730,819 7,292,950,599 -2.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用友

科技有限

公司 

125,784,474 545,066,053 28.69 0 

质押 

236,275,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用友

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53,536,997 231,993,654 12.21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益倍

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20,127,577 87,219,500 4.59 0 

质押 

19,019,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北京用友

企业管理

研究所有

限公司 

17,565,909 76,118,938 4.01 0 

质押 

53,690,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葛卫东 31,299,919 71,300,000 3.75 0 无 0 其他 



共青城优

富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11,390,000 53,390,000 2.81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长安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长安信

托－长安

投 资 568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10,880,133 47,147,243 2.48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866,047 31,040,494 1.63 0 

无 

0 其他 

周荣芝 6,263,402 22,565,840 1.19 0 无 0 其他 

刘世运 6,570,000 22,170,000 1.17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用友科技”)、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简称“用友咨询”)和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用友

研究所”)因受相同控股股东控制而存在关联关系，上海益倍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益倍”) 执行董事与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简称“共青城优富”) 执行事务合伙人因同时担任用友

咨询与用友研究所的董事而分别与用友咨询和用友研究所形成关联关

系。上海益倍与共青城优富因受不同控股股东控制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用友科技因受不同控股股东控制也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五家股东

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不了解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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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定执行用友3.0战略，加力加速用友云服务业务规模化发展，促进软件

业务效益化增长，保持金融服务业务稳健发展，构建综合型、融合化、生态式企业服务平台，树

立了在企业服务领域的市场领导地位；同时，公司升级客户运营体系，优化人员结构，控制成本

费用增长，提高运营效率，主营业务收入高速增长，半年度实现规模盈利，为全年良好业绩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5,703,090元，同比增加813,391,146元，增长 

3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3,656,504元，去年同期亏损为63,768,665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03,616,172元，去年同期亏损为103,447,761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股权激励成本的净利润为227,607,435元，去年同期亏损

为62,706,282元。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了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共计656,808,398元，同比增长

16.6%；经营活动现金流流入额33.76亿元，同比增长39.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36,282,414

元，上年同期为-575,903,365元，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大幅改善。 

报告期内，软件业务实现收入2,141,751,588元，同比增长16.4%；  云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848,919,412元，同口径增长 140.9%，其中云平台（PaaS）、应用软件服务（SaaS）及非金融类业

务运营服务（BaaS）收入219,891,948元，同比增长220.0%，支付服务收入47,440,872元，同比增长 

29.1%，互联网投融资信息服务收入581,586,592元，同比增长135.6%。截至报告期末，云服务业务

的企业客户数427.6万家，其中付费企业客户数 29.06万家，较 2017 年年末增长24.52%。 

（二）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发展情况 

1、云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云服务业务继续围绕打造综合型、融合化、生态式的企业服务平台，为各行

业各领域的不同规模的企业和公共组织提供多态融合的 PaaS+SaaS+BaaS+DaaS 服务，形成了综合

型、融合化、生态式特点，建立起了在云服务时代竞争优势。根据赛迪顾问发布报告，用友云获

得“2017 年中国公有云 SaaS 市场占有率第一”和“2017 年中国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占有率第一”；

同时，公司在赛迪顾问主办的 2018 中国 IT 市场年会上荣获“2017-2018 中国企业云服务市场年度

成长最快企业”、“2017-2018 中国企业互联网服务市场占有率第一”等 16 项大奖。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用友云平台（PaaS）研发与推广，云平台业务实现快速增长，云平台

战略发挥牵引作用，云平台生态取得突破性进展。公司统一了用友云技术架构，发布了开发+应用



平台3.5、GPaaS3.5等多款专属云产品。签约了上海医药集团等企业客户，云平台累计客户数超过

1000家。入驻生态伙伴突破900家，入驻产品及服务突破1200个。 

报告期内，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积极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司在去年签约浙江、

江西、湖北等地政府的基础上，报告期内又陆续与上海、天津、湖南、淄博等地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推动和支撑各省市的工业企业上云。同时，公司入围了浙江省、湖南省、四川省、广东

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济南市等多地的“企业上云”服务厂商目录或资源池，全面推动企业

上云行动计划。报告期内，湖北省工业云(用友)平台正式发布并上线运营，这是湖北省企业上云、

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湖北基础的综合云服务平台，将作为湖北工业企业与政府相关服务平台的

统一入口。用友（宁波）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正式揭牌。 

报告期内，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成功入选工信部“2018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

并将获得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支持公司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研发，为后续业务推广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实现战略签约，重点围绕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工业大

数据、智能制造、SaaS云服务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入合作；用友云与华为云联合发布了企业云服务；

用友云与百度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领域进行深度合作。报告

期内，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被赛迪顾问评选为中国工业云平台十强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各SaaS业务快速推进。公司协同云友空间发布全新一代产品，以感知设计、

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工作方式，成为数字化企业的工作入口，进一步加强了与用友云

产品及软件产品的深度融合。报告期内，友空间付费客户数和云服务收入呈稳定增长趋势，并在

多个行业和领域实现了快速扩张。签约了世纪金源集团、渤海水业、新钢联等企业客户。 

公司营销云在数字营销领域发布了友零售、渠道云、友营销等核心产品。友零售智能零售服

务，依托互联网、AI技术提供人脸识别、客流分析、智能机器人等智能服务，实现门店智慧化管

理，助力金一、脉链、稻香村等客户实现快速开店、集中管控。友营销CRM云服务，实现以客户

为中心的销售自动化云服务，成功帮助双良、创维酷开等企业赋能销售团队、全面提升了销售业

绩。 

公司财务云结合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推出智能服务新产品，发布了智能报账服务（友

报账）、智能核算服务等多个版本，全面支持企业费控与商旅管理等需求；发布用友电子会计档案

系统3.0版，丰富审批流使用场景，支持多路径、多方式、多范围共享的灵活审批；发布共享服务

绩效管理产品，为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绩效管理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报告期内，财务云举办20

多场大型市场活动，覆盖近5000人。成功签约人人车、延长石油等企业客户。 



公司人力云向大中型企业提供融合型人力资源创新服务，整合公司NC HCM、友人才、薪福社

薪税及大易招聘等产品与服务，强化了绩效管理、合同管理、加班排班、混合云应用集成等能力，

覆盖更多的人力资源日常服务场景，加快了平台一体化融合。报告期内，公司人力云服务线上推

广及案例展示访问量约50万人次，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人力服务领域白皮书。成

功签约联想控股等企业标杆客户。 

公司云ERP产品U8cloud产品功能不断丰富与完善，新增Open API、公有云网银支付、移动报

表、公有云条码等功能，融合银企联云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100多场市场营销活动，进一

步巩固U8cloud的市场品牌形象。签约小洋人生物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川北凉粉饮食文化有限

公司、顶呱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客户。报告期内，公司服务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一代

云ERP产品NCcloud全面启动研发，计划今年四季度发版上市。 

公司小微企业云服务围绕“人、财、货、客”一体化企业云管理服务和票财税一体化的智能

云财务服务，加快产品应用创新，持续提升客户体验，积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畅捷通好会计完

成基于分布式微服务架构升级，推出了智能报税机器人，实现更加便捷的自动化一键报税功能。

T+ Cloud发布了会员管理、客户管理、智能凭证等新功能，完善了技术运营体系，提升了在线性能

监控和自动化部署效率。 

公司行业云服务业务继续坚持聚焦、分步、客户项目驱动，加速发展行业云服务，在政务、

教育、能源、建筑、餐饮等行业的云业务实现快速发展。用友政务公司发布基于新会计制度的会

计核算、综合计划财务产品、政府综合治税、人大预算联网等政府大数据产品。新道科技公司以

财会专业和创新创业教育为核心，继续加大AR/VR教学产品的研发投入，发布云课堂1.0、点点约

课1.0等多款云产品。用友能源公司售电云持续提升产品能力，在售电市场具有较好的口碑和竞争

力，与精诚电子、华风数据等生态圈伙伴达成合作，为更好地服务于能源企业云化打下良好基础。

用友建筑公司强化与用友云在行业云和云平台的产品融合，针对行业开发的i建造和i设计产品完成

公有云部署，开始投产并实现首批客户入驻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非金融类BaaS服务业务保持快速发展。薪福社聚焦精益薪酬云服务，发布了

薪酬服务业务处理平台。用友工资条产品稳居企业微信应用市场人力资源品类第一名，服务企业

总数2.7万家，服务员工总数59万人。报告期内，薪福社业务实现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布局DaaS数据服务业务，为后续多态融合云服务业务奠定基础。公司分析云

作为新一代大数据分析平台，坚持以运营数字化转型为拉动，在端到端供应链可视化、项目型制

造运筹优化、工业大数据等领域解决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流程驱动与数据驱动的双核驱动，



帮助集团型企业进一步在数字化转型中获得助力与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金融类 BaaS 服务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畅捷支付公司的企业支付业务结合

重点客户项目，升级产品体系，完善产品行业属性，上线云账户 1.0 版本，协助客户快速搭建一

整套完善的用户账户体系，在产品中集成充值、提现、消费、转账等核心功能。同时，主动应对

政策、制度的变化，积极准备并快速完成与银联、网联等通道的技术对接。报告期内，友金所持

续坚持和实现合规、稳健经营。报告期内，前海民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业务推进顺利。 

报告期末，公司仅专职从事云服务业务的人员为 3414 人，占比为 23.11%，人员结构随业务

调整得到优化。 

2、软件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软件服务业务围绕效益化经营，升级客户运营体系，加强服务经营，经营效

益取得了突破发展。 

报告期内，面向大型企业市场，通过软件与云服务业务融合创造价值，公司发布财务共享、

绩效管理等新产品。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财务共享、智能制造、人力共享、营销服务等热点市场

领域举办了共计24场高峰论坛，开展了各种专题活动60余场，推动业务快速落地。成功签约江铃

汽车、壳牌、红狮集团、新华冶金、红瑞集团等样板客户。 

报告期内，面向中型企业市场，公司聚焦机械、电子、服装等十二大行业、220余个细分行业，

发布了U8+支持用户注册模式、U8+网上银行及行业插件产品。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财税一体化、

智能制造峰会、数字营销创新峰会、样板客户体验会等将近300余场营销活动，向客户与伙伴全方

位展示了U8+产品，提升了面向中型企业的智能制造、智能管理、财务管控能力。 

报告期内，面向小微企业市场，公司发版了T+ V12.3的迭代版本,新增客户管理、微营销、微

商城等功能，打通北京、上海、江苏国税系统，实现自动化一键报税服务。报告期内，组织合作

伙伴开展以汇算清缴、财务普及风暴、520我爱小微企业为主题的上千场次市场活动，有效促进了

产品的销售。通过服宝智能机器人、畅捷通服务社区服务平台，实现服务模式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和开展行业化经营，在汽车、烟草、财政、医疗、能源、金融等行

业深耕细作，持续推进行业的转型升级，为行业客户创造价值。其中，用友汽车公司积极开展汽

车行业解决方案创新工作，加强对产品研发投入，新一代DMS产品研发完成并在车厂验证上线，

并成功签约杭州长江乘用车、徐工汽车、前途汽车、贵安新特等标杆客户，业务持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从事软件业务的人员为 11304 人，专职从事软件业务的人员比重逐步减少。 

3、公司下半年工作计划 



公司将继续坚决执行用友3.0战略，抓住数字化及智能化、自主安全可控等巨大市场机会，把

握企业服务、工业互联网的窗口期，贯彻落实各项经营计划，全面达成2018年度各项经营任务。 

（1）聚合优势资源，确保全年业绩达成 

通过开拓市场、紧抓收入、控制成本、强化考核，围绕下半年经营业绩核心，全力推进各项

业务，力争年度经营业绩目标的超额达成。 

（2）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打造爆款产品 

深入研究及持续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及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加力、加速

用友云服务平台与产品的研发及运营，从客户价值出发，打造“爆款”产品。 

（3）加强市场营销，实现业务快速突破 

全面升级云时代下市场营销体系，加强网络营销、数字营销手段，着力精准营销及智能服务，

继续加强“用友云”业务品牌，发挥软件和云服务业务的融合优势。瞄准关键市场，抓住数字化

的市场机遇，规模化营销，提高市场份额，实现用友云服务业务快速突破。加大用友云伙伴生态

体系建设力度，加强业务融合贯通，打造强大的企业服务生态。软件业务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

继续拓宽市场空间，进一步提高软件业务利润率，实现效益化的稳定增长。通过融合云服务及金

融服务，拉动软件产品的销售。充分利用友空间社交协同优势，升级交付体系，实现项目敏捷交

付，继续加大力度做好老客户持续服务经营工作，提升服务价值，提高签约额度及质量。 

（4）推进制度革新，实现客户体系升级 

继续推进客户经营体系向客户运营体系转型升级，改革业务运营与管理组织模式，推进制度

革新，坚持高效率业务模式，建立基于客户成功的软件服务、云服务、金融服务的客户运营体系。

加强用友集团成员企业间、生态伙伴间的业务协同效率，升级协同机制。结合用友 30 周年，重点

做好制度创新工作。加快推进“数字化用友”的建设工作。 

（5）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均效益提升 

继续优化人员结构，控制人员规模，促进人均效益提升。开展好已有股权激励的管理和新一

期股权激励的实施；继续开展关键岗位人才盘点，重点满足云服务及金融服务业务发展的人才需

要，完成人才机制变革方案设计并分步实施。 

4、可能面对的风险 

（1）公司可能面对的风险 

a 某些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企业云服务市场，潜在市场竞争加剧； 

b 受经济形势因素影响而导致的部分企业 IT 支出放缓。 



（2）应对措施 

a 按照用友 3.0 战略要求，公司加大云服务及金融服务业务推进力度，要求各经营机构全力推进

落实新年度的各项工作，实现全年经营目标，特别是云服务收入、净利润目标； 

b 公司通过投资并购符合公司战略方向的企业互联网服务企业，来加速构建企业互联网生态圈，

为未来价值挖掘打下基础； 

c 公司在进一步激发现有人才的基础上，积极引进符合互联网企业经营要求的技术和运营人才，

为扎实加快实施用友 3.0 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d 面对企业及公共组织业务与管理服务云化飞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自主安全可控对高端及行

业云服务、软件业务带来的重要机会，时刻关注市场动态的变化，及时捕捉商机，并快速转化成

经营成果，促进收入与利润同步增长； 

e 优化各经营机构的业务布局，提高业务运营效率和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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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