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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881                                       公司简称：数据港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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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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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珺 因公出差 徐军 

董事 涂正刚 因病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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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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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港 60388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丽霞   

电话 021-317621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66号   

电子信箱 ir@athub.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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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80,964,867.09 1,179,322,299.81 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6,942,583.01 415,544,481.95 1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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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0,608.09 74,462,889.66 -47.62 

营业收入 237,632,740.92 190,808,959.27 2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69,093.63 38,191,107.33 4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437,217.99 37,916,555.57 3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7 10.72 减少3.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4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4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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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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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79 77,476,950 77,476,950 无 77,476,950 

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19 55,161,300 55,161,300 无 55,161,300 

上海复鑫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3 12,071,102 12,071,102 未知 12,071,102 

苏州国发恒富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2 6,349,206 6,349,206 未知 6,349,20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一户 

其他 2.50 5,265,000 5,265,000 未知 5,265,000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1,612,950 1,612,950 未知 1,612,950 

黄洁 境内自然人 0.10 200,700 0 未知 200,700 

连丽娇 境内自然人 0.08 173,454 0 未知 173,454 

张超 境内自然人 0.08 166,000 0 未知 166,000 

陈红献 境内自然人 0.08 163,200 0 未知 16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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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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企业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云计算产业规模的不断扩

大，2017年国内数据中心行业整体投资规模仍呈现向上趋势；同时，2017年作为公司成功上市后

的第一年，对公司经营管理、业务拓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公司不

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加强企业规范管理、强化企业管理架构，并深入探索和分析适合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报告期内，公司在持续优化现有数据中心业务的基础上，加大新业务

的投入，保持了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2.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4.54%；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0.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约为 0.5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66%，公司每股收益 0.28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67%。截至 2017 年半年度末，公司总资产达到约 14.8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5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 8.3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1.41%，公司资产规模与上市前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同时，公司财务结构和财务费用较上市前也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资产负债率由上

市前的 64.76%下降为上市后的 43.49%；财务费用由上市前的 0.13亿元下降为 0.07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运营 12 个自建数据中心，共部署 7,035 个机柜，86,054 台服务器，

电力容量合计约 12.54 万千瓦。其中，公司通过募集资金投入的宝山数据中心一期和二期项目分

别于 2015年 6月和 2016年 3月正式交付并投入运营，宝山数据中心总建设面积为 20,000㎡，项

目总投资额约为 3.42 亿元，目前该项目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在河北省张北县的 2A1 和 2A2

数据中心也已于 2017年 6月前全部建设完成，目前部分已投入运营，且运营情况良好。此外，公

司其他数据中心项目运营情况均正常有序。 

未来，公司将在巩固现有核心业务规模的同时，以市场化、规模化为导向，深入区域市场布

局，充分发挥京津冀大数据产业、技术、市场资源密集的优势，挖掘潜在市场机遇。2017年下半

年，公司拟在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科创园区，投资建设杭州大数据运营服务平台项目，项目预计

总投资约为 3.35亿元；同时，在张北县阿里巴巴张北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中都草原院内，投资建

设张北中都草原数据中心园区项目，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为 5.47亿元。上述项目成功建设后，在

有效推动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同时，也为公司后续在该地区继续拓展业务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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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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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周群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