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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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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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预计派送

金额为 465,712,812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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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信息 600271 无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仕俗 朱凯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甲18号 

董事会办公室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甲18号 

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10-88896053 010-88896053 

传真 010-88896055 010-88896055 

电子信箱 chss@aisino.com zk@aisin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营业务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三大产业板块：金税及企业市场业务、金融科技及服务业务、物联

网技术及应用业务。 

①金税及企业市场业务：公司一直以来作为国家“金税工程”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在我国税务

信息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承担了“金税工程”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及增值税系统升级版的建设

工作。公司开发了多种税务领域的相关产品，包括防伪税控核心业务产品、防伪税控增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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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发票综合管理系统、电子发票系统等约百种系解决方案及软硬件产品；同时，开展了财税管

理软件等企业财税信息化业务、产业化培训、IT 服务以及电子商务等企业增值业务。 

②金融科技及服务业务：公司以金融科技产品、金融支付核心技术及金融 POS、金融 IC 卡

等关键产品为基础，主要涉及收单解决方案及运营、自助服务解决方案及运营相关业务。 

③物联网技术及应用业务：公司主要承担了国家“金卡工程” “金盾工程”业务及其他物联

网相关业务，包括公安、交通、粮食、电子政务、食药品监管、出入境大通关、跨境电商服务平

台等行业解决方案，以及智能 IC 卡、RFID 电子标签及其读写终端、存储服务器等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技术服务。 

（2）经营模式 

目前，公司主要采用“产品+服务”的商业模式，并已逐步过渡到“运营+服务+产品”的商

业模式。 

产品生产方面，公司在河北涿州、深圳、上海等地建有生产工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管

理，辅以科学的生产管理手段，保证产品的质量。 

销售服务运营方面，公司拥有覆盖全国的销售服务体系，在全国各省市共设有上百家分子公

司，保障服务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3）行业地位 

经过多年的努力，凭借优异的产品、有效的服务、良好的信誉，公司获得了政府、企业等多

行业客户的认可，在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技术水平等方面受到了合作客户的一致好评。在服务

覆盖面积、产品销量、经营业绩等多个方面居于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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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2,561,377.66 2,238,342.05 14.43 1,995,919.05 

利润总额 277,039.69 257,134.92 7.74 223,33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593.98 155,468.82 -1.21 114,76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510.67 152,199.28 -1.77 109,58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633.89 251,202.35 18.88 175,78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9,491.52 813,176.14 13.07 671,261.58 

总资产 1,775,911.26 1,449,185.10 22.55 1,063,80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4 -1.19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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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4 -1.19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7 22.04 减少4.07个

百分点 

18.04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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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76.59 675,900.41 545,146.09 926,85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60.15 24,872.90 32,673.45 59,18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208.20 24,364.74 33,833.57 55,10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873.90 124,599.50 59,251.06 230,6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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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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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 

370,724,086 741,448,172 40.15 0 无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51,470,482 74,156,005 4.02 0 无  其他 

中国航天海鹰机电

技术研究院 

30,908,439 61,816,878 3.35 0 无  国有法

人 

北京航天爱威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25,747,512 51,495,024 2.79 0 无  国有法

人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

司 

42,117,015 42,117,015 2.28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4,457,800 28,915,600 1.57 0 无  其他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

设计部 

8,258,160 16,516,320 0.89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7,983,700 15,967,400 0.86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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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3,507,141 14,308,283 0.77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四组合 

13,499,578 13,499,578 0.73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741,448,172 人民币普通股 741,448,17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4,156,005 人民币普通股 74,156,005 

中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 61,816,878 人民币普通股 61,816,878 

北京航天爱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1,495,024 人民币普通股 51,495,024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42,117,015 人民币普通股 42,117,01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9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15,600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16,516,320 人民币普通股 16,516,320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5,96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67,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308,283 人民币普通股 14,308,28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3,499,578 人民币普通股 13,499,5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的

下属单位；北京市爱威电子技术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下属第二研究院706所全资子公司。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

计部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的下属事业单位。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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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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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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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公司围绕董事会提出的年度任务目标，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

快产业布局调整，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成本费用等均完成了董事会提出的年度目标。主要

经营情况表现为： 

1、完成董事会年度任务目标 

公司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256.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43%；实现利润总额 27.70 亿元，比上

年增长 7.8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5.36 亿元，比上年下降 1.21%；每股收益 0.83 元，比

上年下降 1.19%。 

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达到 177.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5%；公司净资

产达到 110.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24%（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达到 91.9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3.0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7.97%；经济增加值（EVA）达到 21.88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68%；成本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89.88%。 

2、发布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加快公司转型升级 

在公司董事会的指导下，以创建“国际一流 IT 企业集团”为战略目标，公司加强了统筹规划

的战略引导。2016 年，公司修订完善了“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多个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涉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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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业未来发展、国际化经营、资本运营、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发展等。2016 年 8 月，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发展规划。通过“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施，公司将以自主安全可控

的信息安全软硬件技术及产品为核心，致力成为国家信息技术产业的主力军，成为产业互联网领

域的知名企业。 

3、聚焦主业，抢抓机遇，三大重点产业稳步发展 

2016 年，公司继续聚焦主业、抢抓机遇，金税产业继续强化市场领先地位并拓展新领域，金

融科技和物联网产业落实重大项目并不断发展新模式，三大重点产业稳步发展。 

4、积极推进公司资本资产运营工作 

公司以资本资产结构优化为导向，通过资本运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2016 年成功收购在

金融自助设备领域处于世界领先的德利多富公司的中国区业务，完善了产业链布局，积累了国际

并购经验。组织实施了涉及对华资软件、航天金盾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资产重组

项目。丰富投资方式，以战略投资参与 ST 济柴定向增发，形成了良好的资本纽带。持续推进公

司可转债项目建设投资，促进主业发展和基础能力建设。2016 年公司参与的产业投资基金已实现

了 5 个项目的投资，为公司未来产业链布局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产业领域。 

5、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完善长效激励机制 

2016 年，公司积极论证长效激励机制的建立，研究并策划了首批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方

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已获得国资委同意批复，并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根据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将有 558 名核心骨干激励对象可获得限制性股票激励，这是公司历史上首

次实施股权激励，打开了将激励模式由单一维度向多维度转变的窗口，丰富了人才激励的措施和

手段，对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6、完善研发体系化建设，加快提升核心技术能力和水平，强化质量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公司不断完善研发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协同融合发展。制定了《航天信息研发体系建

设方案》，优化全国研发布局，加大研发投入，扶强扶优，联合促发展。组建了公司技术创新委

员会，积极推进“双创”工作，激发广大研发人员创新热情，公司研发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2016 年公司完成专利申请 385 件，其中发明专利 278 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30 件；截止 2016

年底有效专利 654 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151 件。2016 年，公司还开展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相关

工作，为“Aisino”商标在国际应用领域使用奠定了基础。 

7、公司社会影响力稳步提升。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摘要 

2016 年，公司连续第 16 年获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称号，排名第 20 位，排名比 2015 年提

升 2 位；连续第 7 年入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行列，排名第 10 位，排名比 2015 年提升 1 位；

连续第 7 年上榜《财富》中国 500 强企业名单，排名第 245 位，排名比 2015 年提升 9 位；在中国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中排名第 7；在北京软件企业实力榜排名第 1。 

2016 年 9 月 5 日，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将公司股票纳入恒生 A 股行业龙头指数的成份股，

这也表示公司在相关行业的业务拓展及市场影响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同。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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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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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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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企业级次 增减情况 增减方式 

1 航信德利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1 增加 收购 

2 山东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1 增加 设立 

3 大象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 增加 设立 

4 杭州华迪计算机有限公司 2 减少 处置 

5 合肥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 减少 处置 

6 武汉华迪世纪计算机有限公司 2 减少 处置 

7 淄博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1 减少 清算 

8 哈尔滨航穗科技有限公司 2 减少 清算 

9 深圳市南方华迪计算机有限公司 2 减少 清算 

10 渭南市金税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2 减少 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