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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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军 因公出差 罗岚 

独立董事 吴杰 因公出差 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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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港 60388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丽霞 张晔侃 

电话 021-31762188 021-317621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66号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66号 

电子信箱 ir@athub.com ir@ath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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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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540,083.99 2,658,575,121.70 1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6,688,259.43 1,002,308,789.02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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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36,706.92 120,885,027.67 -49.76 

营业收入 388,023,400.74 322,615,886.04 2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120,525.97 65,633,140.02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973,017.00 65,472,067.95 -2.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8 7.16 减少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1 6.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1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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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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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79 77,476,950 77,476,950 无 77,476,950 

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57 43,314,881   无 43,314,88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其他 2.50 5,265,000 5,265,000 无 5,265,000 

上海复鑫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8 4,796,312   未知 4,796,312 

上海旭沣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7 3,512,000   无 3,512,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2,088,817   未知 2,088,817 

苏州国发恒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8 1,848,306   未知 1,848,306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1,718,646   未知 1,718,6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

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61 1,288,865   未知 1,288,8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上海

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954,354   未知 954,3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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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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内数字经济及信息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互联网在社会各行业深入渗透，

IDC 业务作为云计算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始终保持市场规模量级的增长。根据工信部《云计算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十二五末期我国云计算产业规模达 1,500 亿元，到 2019 年，我国云计算产

业规模要发展到 4,300亿元。根据信通院统计，2017 年我国公有云市场规模达到 264.8 亿元，同

比增长 55.7%。预计 2018~2021 年，我国公有云市场复合增速为 35.9%，到 2021 年市场总规模有

望达到902.6亿元。IDC是云计算基础设施，将受益于云计算行业发展。根据IDC 圈预测，2019~2021

年我国 IDC 市场复合增速有望达到 30.98%，到 2021 年达到 2,759.6 亿元。 

公司自 2017年以来，承接定制数据中心业务逐年上升；2019 年内部分数据中心将逐渐交付。

公司项目管理能力等方面随着业务的快速扩张受到考验，尤其是项目管理面临全国各地多项目并

行的挑战。为实现在建项目的顺利交付，公司针对不同项目的技术参数和区域差异，制定了详细

的项目管理体系要求，并严格按照既定的计划及目标推进，确保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做到风险可控。 

报告期内，公司着眼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着力打造全球顶级数据中心业务提供商。公司持续

优化现有数据中心业务，保持了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3.88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0.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0.6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0.64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29%，公司

每股收益 0.33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45%。截至 2019 年半年度末，公司总资产达到约 31.39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8.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 10.5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43%，

公司各项经营指标稳步提升。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运营 15 个自建数据中心，共部署 10,467 个机柜，106,992 台服务器，

电力容量合计约 21.96 万千瓦，IT 电力容量合计约 6.81 万千瓦；公司整体数据中心项目运营情

况均正常有序。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投资建设的 ZH13 等数据中心项目，与阿里签订了包含主要合同条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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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备忘录，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为 18.59 亿元，预计项目未来十年依据不同电

费结算模式，服务费总金额约为 40.44 至 82.8 亿元；目前上述项目均在建设过程中，且项目顺利

实施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数据中心领域的规模，实现全国重点区域布局规划目标，扩大区域

覆盖范围；同时有利于加强公司与阿里巴巴之间现存的战略合作关系，对公司后续深化在云计算

数据中心领域的业务合作具有重大意义，且为公司后续在区域布局战略实施上奠定扎实的基础。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凭借与阿里巴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及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充

分挖掘市场潜力，并签订了云业务合作协议，公司将在未来 6 年合作期间内，承销总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 4.35亿元的阿里云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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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罗岚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 8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