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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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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茂君 工作原因 张华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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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11,558.41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114,684,934.18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2,373,375.77元。 

由于公司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拟定 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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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邮科技 60047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志刚 石旭 

办公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基地

玉兰路2号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麓谷基地玉兰路2号 

电话 0731-8899 8688 0731-8899 8817 

电子信箱 copote@copote.com  shixu@copote.com  

 

mailto:copote@copote.com
mailto:shixu@copot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2016年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包括应用软件、GIS 北斗应用、金融智能

安防应用、系统集成和产品制造五大主营业务。 

1、应用软件业务。公司应用软件业务的重点工作主要是依托对现有的关键项目的深入研究，

利用核心平台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及业务叠加。2016年公司重点推进了中国邮政 ERP系统集邮

业务配套开发、集邮网厅二期开发、湖南电商平台系统升级改造及新业务叠加、湖南运营管控平

台建设、湖南财政非税系统维护及开发、邮资机管理系统维护等项目，全年累计新增合同额

1,330.94万元。 

2、GIS北斗应用业务。公司 GIS北斗应用业务主要是围绕物流行业指挥、调度和监控服务的

应用，结合 GIS 北斗应用平台和精准配送系统，为行业客户开发集成一体化的综合物流监控管理

平台。2016年重点实施了中国邮政 GPS车辆管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广东邮政运钞车 GPS系统建

设工程项目、北京速物北斗终端设备租赁、湖南公安系统 GPS 维护项目、东风及欧曼邮政车辆终

端采购及维护项目等，全年累计签订合同额 1,264万元。 

3、金融智能安防应用业务。公司金融智能防应用业务 2016 年主要完成湖南邮政金库管理系

统运维项目、邮政智能安防益阳试点项目、四川邮政电视监控项目几个重点合同的实施工作。 

4、系统集成业务。2016 年公司系统集成业务以硬件产品代理为核心，取得了突出的业绩，

成功拓展了邮政储蓄银行、中邮人寿公司两大空白市场，全年签订邮政行业设备代理合同额 2.26

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76%；此外还重点推进了长沙动物园门票系统、长邮生产作业监控系统、韶

山景区环保车电子票务系统、湘潭大学机房改造等系统集成类项目的实施工作。 

5、产品制造业务。2016 年公司产品制造业务的重点工作主要是智能包裹柜的推广和实施，

公司成功中标了集团包裹柜项目并已开始实施。根据市场需求推出了简易包裹柜，并成功推向市

场，丰富了包裹柜产品线。根据各省的需求，编写了中国邮政智能包裹柜建设及实施方案。目前

湘邮科技智能包裹柜已推广到了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河北、湖北、广西等多个省市。

2016年累计签订包裹柜合同额 8,670万元。 

（二）2016年经营模式 

为了指导 2016 年的经营工作的开展，公司重新梳理了 2016年的工作思路，并且通过对行业

发展趋势和邮政业务的认真研究，结合公司自身实际，重新明确了公司的发展定位，并确立了“明

确两个创新方向、定位三大市场领域、打造五大业务体系”的业务拓展思路，为公司 2016年经营



工作指明了方向。公司在业务发展上，明确了打造五大业务体系的目标，通过对核心业务的梳理，

进一步优化了业务结构，业务发展品质得到了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达到了 10.4%，较往年

增长了 5个百分点。2016年公司围绕打造五大业务体系的目标，积极推进市场与技术战略的实施，

各项业务取得了较好的发展。 

（三）行业情况 

中国邮政将持续推进业务转型升级，以平台化思路加快邮政信息化建设步伐，推进新一代寄

递、 CRM等核心业务平台和云平台的建设，加快基于互联网的创新产品的研发，打造大数据分析

支撑体系，新的业务需求为公司业务和市场拓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2016年签订合同 35,573 万元，较 2015 年合同额净增 17,839 万元，增幅 101%，其中邮政行

业净增 18,323 万元，增幅 110%，外行业合同额较同期下滑比较严重，净减 484 万元，减幅达到

45%。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353,631,911.18 338,440,185.95 4.49 372,778,956.48 

营业收入 277,641,410.07 203,040,430.86 36.74 161,386,45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11,558.41 -39,529,770.11   7,216,21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333,638.47 -42,844,793.48   -45,385,90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8,038,780.05 191,227,758.47 3.56 230,757,52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113,425.92 -20,177,551.08   -4,955,868.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4 -0.245   0.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4 -0.245   0.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0 -18.74 增加19.94个百分

点 

3.1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8,447,127.46 91,030,693.13 78,510,208.54 69,653,38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253,455.73 1,037,464.75 -501,623.15 7,029,17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878,292.03 728,894.47 -2,182,888.75 -24,001,35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583,333.75 -10,814,896.55 -22,695,986.84 27,980,791.2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9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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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0 53,128,388 32.98 0 无  国有法人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

院 
-1,332,900 10,229,332 6.35 0 无  国有法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 
0 6,864,000 4.26 0 无  国有法人 

南方基金－建设银

行－中国人寿－中

国人寿委托南方基

金混合型组合 

1,143,167 5,260,524 3.2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银

河银泰理财分红证

券投资基金 

1,063,000 3,497,514 2.17 0 未知  其他 

兴业证券－兴业－

兴业证券金麒麟 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93,856 3,293,856 2.04 0 未知  其他 

魏然 1,080,881 2,135,881 1.33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河主题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500,000 2,099,944 1.30 0 未知  其他 



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博

时第三产业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9,881 2,000,000 1.24 0 未知  其他 

古远东 1,670,000 1,670,000 1.0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同为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具有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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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余八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

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同步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77亿元，同比增长 36.74%；

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15万元，较上年减少亏损 4,184.13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湖南长沙波士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