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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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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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军 因公出差 吴浩 

董事 徐军 因公出差 曾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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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8年3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决议，公司拟以2017

年末总股本 210,586,5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7 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股利 35,799,706.36 元（含税）, 占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31.16%。本

次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后，剩余 263,907,057.17元滚存下一年度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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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丽霞 张晔侃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66号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66号 

电话 021-31762188 021-31762188 

电子信箱 ir@athub.com ir@athub.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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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型和零售型数据中心服务，并形成以批发型数据中心服务为主，零售型数据中心服务为辅的经营

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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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服务器所使用机柜上电数量收取服务器托管服务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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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业发展情况 

2017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网络架构的迅速演进和网络应用的不断丰富，

以及业务规模持续扩大、互联网企业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数据中心服务行

业在近几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考虑到云计算带来的降低成本、提高利用率和绿色环保优势，

地方政府、基础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和众多数据中心服务商都开始积极推动大型云计算数据

中心的建设，从而催生了对批发型数据旺盛需求。 

同时，微软 Azure、亚马逊 AWS、IBM、VMware等国际云服务商的到来，以及国内阿里、百度

和腾讯在云计算服务领域的大力布局，给国内网络中心的数据中心服务商提供了新的市场发展机

遇，也推动了数据中心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根据中国 IDC 圈发布的《2016-2017 年中国 IDC 产

业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预计 2019 年，中国 IDC 市场规模将接近 1,900 亿元，增长率达到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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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689,313,171.26 1,179,322,299.81 43.24 937,675,014.24 

营业收入 520,228,788.23 405,972,012.49 28.14 338,374,65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895,293.06 78,228,767.29 46.87 72,141,6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289,264.77 77,428,139.27 41.15 71,450,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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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5,253,134.79 415,544,481.95 115.44 337,315,71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692,701.23 146,269,632.66 -3.81 115,834,28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0 12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0 12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8 20.78 减少6.6个百分

点 

23.9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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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41,418.62 122,991,322.30  128,001,005.09 154,595,04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98,606.79 32,370,486.84 25,787,049.38 32,739,15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3,961,301.95 27,475,916.04 24,369,357.01 33,482,68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91,647.44 27,808,960.65 52,125,929.80 49,566,1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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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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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55,161,300 26.19 55,161,300 质押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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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12,071,10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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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6,349,20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0 5,265,000 2.50 5,265,000 无  其他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1,612,950 0.77 1,612,95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6,300 746,300 0.35 0 未知  其他 

连耀平 169,000 169,000 0.0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董泽朝 166,000 166,000 0.0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唐维均 142,500 142,500 0.0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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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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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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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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末，公司共运营 13个自建数据中心，共部署 8,600个机柜，96,038台服务器，

电力容量合计 16.54 万千瓦。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022.88 万元，比上一年增长 

28.1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489.53 万元，比上一年增长 46.87%。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总资产 168,931.32 万元，同比上年增长 43.2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9,5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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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上年增长 115.44%，主要经营数据完成 2017预算目标，经营成果持续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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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年度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持续经营净利润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114,895,293.06 元；

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0.00 元。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金额 78,228,767.29 元；

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上年金额 0.00 元。 

（2）部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了

相关成本费用。比较数据不调整。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减少 4,000,000.00 元 

（3）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

较数据不调整。 

其他收益、营业外收

入 
其他收益：2,478,701.64 元 

（4）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

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资产处

置收益 

本年资产处置收益-166.50 元；上年营业外收入减少

86,747.98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净损益、净资产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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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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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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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道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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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罗岚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3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