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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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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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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8,228,767.29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8,251,141.94 元，按 2016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825,114.19元后，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74,403,653.10 元，截

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01,925,351.22元。 

为了回报投资者对公司的支持，同时兼顾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截止 2017 年 2 月 8 日总股本 210,586,5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8,423,460.32元（含税）, 占 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的 10.7677%，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本次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后，剩余

193,501,890.90元滚存下一年度未分配利润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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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港 60388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武芬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66号 

电话 021-31762188 

电子信箱 ir@athub.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服务器托管服务，根据客户规模和要求不同区分为批发

型数据中心服务和零售型数据中心服务，并以批发型数据中心服务为主，零售型数据中心服务为

辅。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还提供了少量的数据中心增值服务，主要包括规划咨询、设计咨询、运

营管理外包、验收验证等服务。 

批发型数据中心服务系面向大型互联网公司或电信运营商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器托管服务，通

常并不提供网络带宽服务。具体而言，电信运营商或大型互联网公司对公司提出具体的数据中心

规划设计和运营服务等级要求，公司按照要求投资建设数据中心，最终用户将其服务器及相关设

备置于数据中心内，并由公司按照与用户协商达成的运营服务等级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进行 365

×24 小时不间断的技术运行和运维管理，确保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处于有效安全的工作状态，保障

用户服务器及相关设备安全稳定持续运行。零售型数据中心服务系面向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一般

企业等客户（均为最终用户）提供相对标准化的服务器托管服务及网络带宽服务。 

近年来，互联网的技术和业务均在快速发展，web2.0、P2P、网络视频等业务和应用也不断发

展成熟，与此相适应，为此类业务提供支撑的数据中心业务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主机托管等

业务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数据中心业务发展迅速，客户对云数据中心的需求也非常迫切。预计

未来 5 年我国对数据中心流量处理能力的需求将增长 7-10 倍，数据中心面积需要翻一翻才能够满

足信息消费增长的需求。数据中心产业作为“互联网战争”的“军火商”在未来数年持续享受云

计算技术的发展红利。根据国际知名数据中心咨询服务机构 Data Center Dynamic 的行业报告，“未

来三年，数据中心外包服务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27.7%，到 2016 年，整体市场规模达

到 437 亿。”阿里巴巴、百度、金山云、微软、亚马逊云计算等国际、国内云计算产业界巨头纷纷

筹划短期内扩大自身数据中心规模，储备资源，以抓住中国云计算应用爆炸性增长和“互联网+”



战略实施的产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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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322,299.81 937,675,014.24 25.77 660,553,206.57 

营业收入 405,972,012.49 338,374,655.78 19.98 284,430,35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8,228,767.29 72,141,613.82 8.44 59,086,74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7,428,139.27 71,450,408.24 8.37 56,026,12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15,544,481.95 337,315,714.66 23.19 265,174,10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6,269,632.66 115,834,281.33 26.27 110,507,517.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46 8.70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46 8.70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0.78 23.95 

减少 3.17个百分

点 
27.7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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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41,306.44 100,967,652.83 99,700,497.81 115,462,55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38,102.85 19,253,004.48 18,722,609.08 21,315,05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687,831.56 19,228,724.01 18,317,317.66 21,194,26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30,921.17 24,331,968.49 10,834,599.71 60,972,1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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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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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北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 
0 82,741,950 52.39 82,741,950 无 0 

国有法

人 

上海钥信信息技术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55,161,300 34.93 55,161,3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复鑫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12,071,102 7.64 12,071,102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苏州国发恒富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0 6,349,206 4.02 6,349,206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0 1,612,950 1.02 1,612,95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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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6年末，公司共运营 11个自建数据中心，共部署 7,017个机柜，77，372台服务器，

电力容量合计 12.54 万千瓦。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597.20 万元，比上一年增长 

19.9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22.8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 8.44%。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 117,932.2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1,554.45 万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25.77%、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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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内容和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增值税会计

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将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同时，2016年 5月 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

理费用”科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科目，2016年 5月 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且比较

数据不予调整。 

根据前述规定，本公司增值税相关会计处理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执行。其他未修改

部分，仍然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2)将自 2016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

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 5月 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合并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354,450.99 元，减少合并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354,450.99元。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修订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净损益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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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杭州瀚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数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数据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西石科技有限公司 

张北数据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群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