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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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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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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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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阳信通 6002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圆 葛旭萍 

电话 010-53877899 010-5387833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B座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B座 

电子信箱 bit@boco.com.cn bit@boc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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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6,017,902.44 4,145,560,380.88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13,606,937.39 3,229,293,465.39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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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05,079.59 -172,448,723.8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77,634,999.15 626,438,839.23 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31,856.49 18,212,279.16 3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45,414.87 18,055,618.46 34.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14 0.8987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1 0.0322 24.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1 0.0322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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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36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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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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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89 207,573,483 64,459,419 质押 207,522,613 

北京北邮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2 14,620,089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46 9,197,065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3 7,768,900 0 未知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

龙 167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0 3,804,298 0 未知   

李俊香 境内自然

人 

0.58 3,675,031 0 未知   

王立纬 境内自然

人 

0.54 3,376,700 0 未知   

韩文彬 境内自然

人 

0.49 3,090,69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7 2,993,234 0 未知   

张少华 境内自然

人 

0.40 2,510,1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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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落实“四轮驱动”战略，推动事业部改革，

规划事业部三年发展目标，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763.5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1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33.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0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34.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84 %。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1、市场格局：  

传统电信领域，公司在巩固通信运营商传统网管系统优势地位的同时，积极挖掘新的业务增

长点，在运营商多个省份推广实施 OSS 云化应用；同时积极参与 SDN/NFV 规范的制定，产品通

过设备厂商相关的测试验证，已在广东等多个省份开展试点工作；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网管和网

优产品均已开展试点应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非电信行业市场，网管系统在广电、地铁、

电力等领域实现重点突破；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已在多地部署实施；IT 运维服务中标南水北调

项目；医疗信息化围绕人口健康平台、分级诊疗系统、医学影像系统等在多地开始布局。 

电信运营商市场地位进一步夯实，大数据分析、智慧城市、医疗信息化实现规模突破，成为

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通信基础软件与服务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传统 OSS 和网优市场优势地位的同时，不断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一

方面，实现了由传统网络管理向业务管理的拓展，接连中标湖北移动集客专线运维支撑平台、重

庆移动集客专线一体化支撑平台等项目，为运营商的网络及业务管理和运营提供了有利保障。另

一方面，积极拓展新市场，形成了针对广电、铁路、高速公路、政企等行业的 OSS 解决方案和产

品，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同时，公司持续拓展网优服务领域，顺利入围中国电信无线网络协优企业资质企业名录，有

助于扩大网优服务市场，提升项目利润率；积极拓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网优领域的应用，

基于人工智能的位置感知分析在吉林取得重大突破，并逐步纳入生产应用中；与中科院、上海交

大、先进运营商省份成立人工智能应用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优化中应用，进

一步有效帮助运营商降低网优成本。 



此外，公司上半年在供应链和项目管理业务方面，深挖现有运营商市场，不断拓展新业务应

用。在项目管理方面，形成地市级工程建设管理解决方案并已在沿海发达城市开始落地试点。在

供应链方面，开发家客、互联网电视物资管理系统并已在移动、广电开展实际应用。 

大数据分析平台及运营领域： 

报告期内，凭借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与经验优势，公司继续在电信领域扩展行业

应用，市场份额稳步增长，先后中标广西移动集中性能管理专题、海南移动集中性能管理专题等

项目。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新中标河北移动数据中心项目。在大数据挖掘分析方面，接连中标

广东移动日志分析项目、陕西移动告警数据挖掘项目。此外，公司还中标了湖北移动 B 域大数据

开发框架项目，是公司在 BSS 领域的第一个大数据平台项目，为企业级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市场

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信息安全： 

报告期内，亿阳安全在电信行业市场份额逐步增长，深入挖掘电信运营商市场项目机会，安

全管控平台、4A 平台、漏洞管理系统、合规管理系统、SMP、敏感数据防护、安全态势感知系统、

云安全管理系统、安全服务均有新的进展和项目落地。此外重点开拓了非电信行业领域，在军民

融合、工业控制安全、威胁情报、物联网安全等领域进行了深度探索并通过技术储备，形成大数

据安全管控、工业控制安全等解决方案和产品，并开始进行市场布局。 

IT 基础软件新行业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和发挥在 BOSS 网管、企业 IT 运维监控的市场优势，签约了中国银

行软件中心测试环境资源管理系统项目、中国石化管道储运分公司综合网管系统项目，中标中国

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IT 网管监控系统软件项目。同时公司利用多年在 IDC 运维管理、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IT 运维监控平台等产品技术与行业经验优势，在探索进军信息化运维服务市场上取得了

较好突破，签约“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自动化调度与运行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维护项目计算机网络

系统、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应用支撑平台及视频会议系统维护一标（京津冀段）合同”、中标“浙

江移动 2017-2019 年度信息技术部 IT 系统日常运营代维服务项目”“北京广安门医院新门诊楼设备

装具与服务能力建设门诊信息化建设项目”。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强研发投入，逐步建立面向重点行

业的运维服务能力体系，做好上述项目支撑，利用公司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平台，继续开拓出更

多的行业市场。 

智慧城市及智能交通：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紧跟行业变化，积极开拓市场份额。上半年“丰台统计局人群流动监测项

目”顺利完成验收，获得客户好评；新签约“山东平安荣成综合管理平台项目”、“山东荣成智慧招

商平台项目”、“黑龙江穆棱市第一中学智慧校园建设项目”、“乌鲁木齐政府大数据软件开发项目”、

“新疆和田监狱指挥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航天 12 院宁东智慧城市“智慧安监综合应急系统及智

慧环保天空地数据融合项目”、“西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智慧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等；重点

形成“一个平台、三个中心、若干智慧应用”的解决方案，依靠专业的技术储备、一流的市场信誉



和精良的服务模式，为拓展新市场进一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在智能交通领域保持稳健发展，已签约项目正按计划实施。报告期内新签约“四

川省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项目机电工程施工（JD1 标段）”、“内蒙古自治区公路路政执法监察总

队采购内蒙古高速公路收费、监控、通信联网及 ETC 系统项目”、“内蒙古高速公路监控、通信、

收费联网系统建设工程”、“安徽省宁宣杭高速公路狸桥至宣城段机电工程施工”等项目，保持了公

司在智能交通领域持续增长的趋势。 

2、技术创新：  

核心技术优势显现，竞争力不断提升，产品化转变取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云计算、下一代网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创新投入力度，

在面向融合网络的下一代运营支撑系统、SDN/NFV 技术与应用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建立了符合

OSS 应用特点的 OSS 云化成熟度评估模型，参与中国移动下一代网管试点省 OSS 4.0 相关规划工

作，参与故障与保障中心和微服务等多个规范的编写，围绕四轮驱动和业务全覆盖，配合运营商

梳理网管能力开放 API，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出

NFVO（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和 SDN Controller（SDN 控制器）等面向未来网络的产品及解

决方案，切实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安全业务领域加强大数据安全管控、敏感数据防护应用创新的投入力度，

重点研发安全大数据产品，并在大数据采集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为严格把控大数据产品的前

缘技术、大规模提升电信互联网安全攻击的防护能力、分析能力、计算能力、处理能力奠定基础，

以形成公司在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增长的能力。 

3、战略合作：  

公司作为电信管理论坛（TMF）成员，在法国尼斯的 TM Forum 年度峰会上与中国移动联合

发表了题为“融合网络驱动的下一代 OSS”的演讲；同时与来自 AT&T、Orange 等海外运营商的高

级别管理人员和技术主管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获取了大量的客户需求和关注点，为公司的全体

系产品和解决方案迈向海外市场提供了重要支撑。 

公司与英国最早开展人工智能通信领域应用的 Aria Networks 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

绕技术和市场展开多层次合作。在 TM Forum 峰会上，双方举行了“下一代 OSS 和 AI”的联合发布

会，面向全球的运营商发布公司在 NFVO 和 SDN Controller 上的最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 SDN/NFV 开源组织 ONAP（Open Network Automation Platform）的会员，

加入到大数据、采集、监控、资源等项目组。 

4、管理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推动事业部制改革，初见成效，强化结果考核，有利于落实经营任务的分解

和执行，在规模化运营过程中实现效益最大化；加强预算管理，优化财务审批流程，严格控制财

务风险；进一步完善 IT 系统与绩效考核手段，加强成本费用控制，费用增长保持在较低水平，

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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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曲飞  

2017 年 7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