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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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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百控股 600640 中卫国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培忠 胡幼平 

电话 021-62762171 021-62762171 

传真 021-62763321 021-62763321 

电子信箱 02162762171@189.cn 02162762171@189.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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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3,679,545.01 3,688,611,567.32 -2.3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46,305,337.18 2,546,691,440.60 -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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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71,381.36 -272,889,003.3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239,814,315.73 1,545,625,806.24 -19.7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33,374.72 42,579,338.36 -68.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907,286.53 -748,837.42 不适用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300 1.6708 减少1.14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53 0.0795 -68.176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53 0.0795 -68.1761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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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国有法

人 

37.50 200,764,934 0  无 

  

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理

中心 

国有法

人 

20.95 112,178,462 0  无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13 32,823,936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2.57 13,749,100 0  未知 

  

朱平波 境内自

然人 

1.06 5,680,000 0  未知 

  

上海捷时达邮政专递公司 国有法

人 

0.72 3,879,383 0  未知 

  

高秀珍 境内自

然人 

0.37 1,955,000 0  未知 

  

张永伟 境内自

然人 

0.35 1,851,078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5 1,847,276 0  未知 

  

刘云 境内自

然人 

0.33 1,784,41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名股东和前 10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中，

除排名第一位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系我公司的国有控

股股东，与第二、三位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理中

心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

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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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公

司不存在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

股期限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积分业务取得较快发展，新增兑换积分价值比去年同期翻一番。在做好电信 

积分，助力主业、规范服务、提升感知的同时，探索通用积分模式、聚焦创新、规模发展。2016

年上半年，通用积分平台已建设完成，正式商用推广。目前已试点积分 E联盟和积分 E管家两款

产品，其中，积分 E联盟能很好的帮助中小企业提供客户忠诚度一揽子解决方案；积分 E管家能

帮助银行、金融等企业量身打造个性化积分兑换平台与全方位的用户忠诚度管理计划。产品推出

后，收到市场的一致好评。目前，通过移动端入口使用积分业务的用户超过 70％以上。 

商旅业务持续做好机票、酒店、餐馆预订服务的同时，积极向综合旅游服务提供者转型，重 

点在企业差旅服务领域布局，推出了“114差旅通”产品。目前，114差旅通建立了直销团队，积

极与有客户资源的企业、机票火车票同行业代理、各省电信分公司、政企行业应用基地等开展代

理合作。产品推出后，市场反应良好。 

酒店业务精耕细作，加大品牌宣传力度，积极进行项目拓展, 重点打造休闲度假型精品酒店

品牌“茂居”，并加快向互联网化和餐饮社会化转型。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合并总资产 36.04 亿元，负债 5.3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25.46 亿元。其中，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 12.91 亿元（-62%）主要为年内公司（含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根据 2015年 6月 18日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影响，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预付款项较期初减少 47%为公

司业务开展中正常往来款项结算的影响；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 95万元为报告期末计提定期存款利

息的影响；存货项目较期初增加 4474万元为公司销售业务中尚未实现销售存货项目的增加；在建

工程较期初增加 323 万元为报告期内资本性支出投入的增加；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38%主要为上

半年公司业务采购中增值税进项税的增加；应付股利较期初增加 1392 万元为公司根据 2015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进行 2015年度利润分配至报告期末尚未分配的影响。 

2016 年 1-6 月，公司合并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2.40 亿元，同比减少 20%，主要来自报告期

内商品销售业务营收规模的减少；1-6月累计实现净利润 1546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 1353万元，同比减少 68%，主要为各大航空公司的基础佣金大幅降低，导致本报告期公司商旅

机票预订业务毛利减少、报告期及同比期间不同类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确认的差异以及收到的财

政补助的差异。利润表项目中，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57%为计提坏账准备的影响；投资收益同

比减少 53%为报告期及同比期间不同类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确认的差异；营业外收入的同比减少

为同比期间收到的财政补助的差异。 

2016 年 1-6 月公司整体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93 亿元，同比增加 1.8 亿元，



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业务开展中正常资金结算的影响；2016年 1-6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12.20亿元，同比减少 22.33亿元，主要为报告期内及同比期间理财资金到期收回与投资

流出的影响；2016年 1-6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4万元，去年同期为下属子公司收

到股东暂借款的影响。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239,814,315.73 1,545,625,806.24 -19.79 

营业成本 1,059,208,519.24 1,368,163,463.76 -22.58 

销售费用 7,549,666.43 9,570,838.28 -21.12 

管理费用 151,425,243.40 145,643,767.03 3.97 

财务费用 -3,678,659.87 -5,014,100.55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271,381.36 -272,889,003.3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0,155,264.91 1,013,123,457.38 -220.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2.56 6,000,000.00 -100.07 

研发支出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宾馆酒店业 265,689,746.96 158,400,589.17 40.38 -1.66 -0.09 减少 0.94 个百分点 

电子商务 192,330,599.30 174,071,057.53 9.49 -30.65 -30.41 减少 0.32 个百分点 

积分兑换 286,615,337.64 270,333,919.69 5.68 381.36 403.72 减少 4.19 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 422,454,192.50 411,732,295.79 2.54 -53.24 -54.14 增加 1.92 个百分点 

合计 1,167,089,876.40 1,014,537,862.18 13.07 -22.73 -25.40 增加 3.12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客房收入 71,663,689.47 23,519,788.69 67.18 -2.11 1.41 减少 1.14 个百分点 

餐饮收入 143,884,458.32 101,404,413.85 29.52 2.92 6.16 减少 2.16 个百分点 

康乐收入 1,743,401.23 1,011,322.01 41.99 -20.37 -15.83 减少 3.13 个百分点 

物业收入 5,697,711.81 60,310.20 98.94 -3.41 -6.96 增加 0.04 个百分点 

酒店管理 26,110,629.96 19,405,764.85 25.68 -19.46 -23.48 增加 3.91 个百分点 

机票预订 76,148,931.40 62,311,849.72 18.17 -29.68 -34.41 增加 5.90 个百分点 



宾馆预订 39,203,818.70 32,797,353.86 16.34 -12.15 -7.96 减少 3.81 个百分点 

餐饮预订 7,201,774.70 7,987,939.68 -10.92 -45.89 -30.04 减少 25.14 个百分点 

商品销售 389,591,862.01 378,672,482.49 2.80 -58.28 -59.19 增加 2.16 个百分点 

积分兑换 286,615,337.64 270,333,919.69 5.68 381.36 403.72 减少 4.19 个百分点 

旅游会务 60,696,638.04 60,198,003.65 0.82 63.70 63.59 增加 0.06 个百分点 

票务预订 441,212.70 3,925,848.16 -789.79 -67.95 207.64 减少 797.08 个百分点 

其他预订 47,601,046.60 43,658,147.92 8.28 7.23 13.70 减少 5.22 个百分点 

其他收入 10,489,363.82 9,250,717.41 11.81 -26.99 -36.57 增加 13.33 个百分点 

合计 1,167,089,876.40 1,014,537,862.18 13.07 -22.73 -25.40 增加 3.12 个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上海地区 822,130,291.73 -17.23 

安徽地区 22,630,149.37 -6.22 

浙江地区 130,527,622.46 6.12 

新疆地区 86,070,372.17 -11.98 

陕西地区 5,583,427.19 -36.94 

山东地区 19,971,939.36 -86.39 

湖北地区 1,988,087.34 -69.33 

江苏地区 13,449,541.55 43.84 

福建地区 13,597,134.28 -36.92 

湖南地区 3,611,201.67 -83.10 

广东地区 29,803,721.96 -25.11 

四川地区 9,696,338.12 -9.10 

北京地区 6,705,262.88 -8.84 

河北地区 662,393.16 0.00 

河南地区 662,393.16 0.00 

合计 1,167,089,876.40 -22.73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公司多年沉淀的优质客户群和积分运营带来的上亿电信客户群。 

    2.公司电信行业背景以及 114/118114 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品牌公信度，商旅预订中的语音接入

方式的便利优势以及商旅预订移动客户端在中国电信天翼手机中的预装优势。 

    3.中国电信为运营公司商旅业务提供商品销售及采购、业务代理服务、呼叫中心、公共平台、

电路设备租赁及支持维护服务、房屋租赁、后勤服务、品牌宣传等方面提供大力的支持。 

4. 公司尊茂控股经营下属 8 家酒店，主要分布在地段良好的经济发达区域和省会城市，具有

坚实的本地关系网络，在当地餐饮市场均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同时，尊茂控股对其下属 40 多家酒

店进行输出管理能力。 

    5.成功运营中国电信积分多年经验促使公司具备行业内独特优势的客户资源和流量资源，藉

此发展并打造了通用积分平台，为各类企业及其客户提供全方位、忠诚度高的积分产品和服务，

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长期股权投资项目期末余额 225.08 万元为公司参股上海富汇现代服

务贸易展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15%，对其具有重大影响。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期末余额 3130.02 万元为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与广州云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康公司”）原股东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达成

增资扩股协议，以 3,114.45 万元新增云康公司注册资本 461.40 万元，增资扩股后占云康公司股权

比例为 18.75%，对其不具有控股、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另交易手续费 155,722.50 元计入投资成

本。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投资类型 资金来源 签约方 投资份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投资盈亏 是否涉诉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北京银行 150,000,000.00 2016.3.10-2016.4.14 保体保收 431,506.85 431,506.85 否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北京银行 150,000,000.00 2016.4.25-2016.6.9 保体保收 554,794.52 554,794.52 否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广发银行 800,000,000.00 2016.1.4-2016.7.28 保本浮收 17,608,767.12 10,546,727.12 否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广发银行 150,000,000.00 2016.6.13-2016.7.28 保本浮收 610,273.97 192,328.77 否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天山农商行 60,000,000.00 2016.1.4-2016.7.28 保本浮收 1,523,835.62 0.00 否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 150,000,000.00 2016.6.16-2016.7.28 保本浮收 638,630.14 228,082.19 否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光大银行 190,000,000.00 2016.3.9-2016.6.8 保体保收 1,543,750.00 1,543,750.00 否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民生银行 340,000,000.00 2016.1.5-2016.3.7 保体保收 2,021,369.86 2,021,369.86 否 

合计     1,990,000,000.00     24,932,928.08 15,518,559.31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下属号百商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商旅预订业务、尊茂酒店控股有限公司的
酒店运营及管理业务、翼集分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的积分业务以及上海国脉实业有限公司和号百博宇（上
海）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业务，上述五家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是否合并报表 

号百商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 电子商务 10,000.00 100 是 

尊茂酒店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 酒店管理 177,000.00 100 是 

翼集分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通信服务 1,000.00 100 是 

上海国脉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通信服务 5,600.00 100 是 

号百博宇（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通信器材 2,500.00 37 是 

上述五家子公司截至 2016年 6月 30 日以及 2016 年 1-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6/6/30 
（2016 年 1-6 月）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
润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号百商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48,803.49  35,561.05  23,309.06  -448.86  -341.22  -341.22  

尊茂酒店控股有限公司 195,226.02  121,969.62  29,173.12  1,827.42  1,326.34  984.52  

翼集分电子商务（上海）
有限公司 

12,334.25  2,670.12  28,662.48  569.24  612.59  612.59  

上海国脉实业有限公司 16,378.44  1,271.49  34,743.56  323.20  318.94  318.94  

号百博宇（上海）科技有
限公司 

2,356.22  2,164.82  4,042.72  -2.86  -2.28  -0.84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五)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预计公司 2016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将下降超过 50%。原因

主要为今年各大航空公司的基础佣金已大幅降低，导致本报告期公司商旅机票预订业务毛利减少；

另外去年同期公司收到较大额的政府补助，今年该补助将大幅减少。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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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不适用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玮 

 

2016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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