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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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立宏 工作原因 杜涛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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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7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 121,451,243.44 元，按照母

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2,145,124.3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94,099,021.90元，加上报告期内吸收合并杭州东信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杭州东信兆通投资

有限公司两个子公司增加的 260,243,042.93元，扣除已分配的 2016年度现金红利 75,360,003.84

元，期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88,288,180.09 元。 

2017 年期末利润分配预案如下：拟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1,256,000,0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合计分配 75,360,003.84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412,928,176.25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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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通信 600776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信B股 90094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威 方瑞娟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 

电话 0571-86676198 0571-86676198 

电子信箱 inquiry@eastcom.com inquiry@eastcom.com 

 

mailto:inquiry@eastcom.com
mailto:inquiry@eastco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以专网通信为基础的企业网及信息安全业务、以金融电子为基础的智

能自助设备和以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为基础的综合服务及运营业务。 

公司主要面向政府及企事业部门提供应急通信范畴的专用网络通信设备及整体解决方案；向

银行及政府机构等提供现金和非现金类自助服务终端、软件及相应设备的维保服务；向移动通信

运营商及通信设备厂商提供移动通信公网通信产品、信息安全软件及整体解决方案以及网络优化

和服务；同时提供电子产品制造及科技园区管理等服务。 

2017年，在宏观经济方面，经济结构向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转型的大变局中，

传统产业面临重塑，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公司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整合后，形成的三大核心产业生

态圈如下： 

（1）企业网与信息安全产业，整合专网通信和交换网络的产品和市场资源，基于在公安、通

信运营商的良好客户关系，深挖客户需求，进一步拓展信息安全等业务边界。产品主要包括各类

专网终端、无线集群系统、反诈系统、互联网风控产品等，同时提供面向行业应用的解决方案等。

公司拥有模拟集群、PDT、TETRA、LTE 宽带集群核心技术和产品，可向客户提供从模拟到数字、

从终端到系统与应用、从语音到多媒体的整体解决方案。信息安全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网与信息

安全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市场机遇。 

（2）智能自助设备产业，经营模式为现金类和非现金类自助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服务。产品主要包括现金取款机、现金循环机、大额循环机、智能柜员机、卡类产品自助领取机、

VTM 远程自助设备、智能卡库、便携发卡机等系列现金和非现智能自助设备，同时提供平台软件

与智慧银行解决方案、网点及现金管理服务等。报告期内，公司在深挖银行领域客户发展需求基

础上，拓展在银行领域以外的公安、运营商等非现智能自助设备领域，用跨界思维发现机会。公

司智能自助设备的研发技术及产品质量可靠，随着智能化网点的发展，为各类新型智能自助设备、

软件以及运营服务等业务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3）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致力于在专业技术领域满足运营商、通信设备厂商的技

术服务需求，增强在软件及 IT云服务业务上的能力。网络工程团队主要从事移动通信网络设计、

频率规划、系统质量评估、系统规模效益评估、系统优化调整、提供高话务解决方案、网络维护、

提供室内覆盖解决方案、工具软件开发、技术培训等。作为国内移动通信技术服务的专业提供商，

已成为国内通信运营商和全球通信设备供应商优选的合作伙伴。随着 4G 网络发展成熟，大大增

加了移动通信技术服务需求，同时 5G 商用渐行渐近，为网络优化和服务业务打开了后续市场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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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709,106.79 3,846,529,343.90 -1.95 3,717,306,997.20 

营业收入 2,437,285,614.69 1,980,288,987.42 23.08 3,565,925,46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208,655.39 91,625,023.65 29.01 169,799,04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494,861.10 43,293,767.67 90.55 114,196,16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21,432,913.25 2,978,584,261.70 1.44 2,958,173,41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20,898.01 -58,567,690.44 -17.17 -10,806,71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11517 0.07294986 29.01 0.13519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11517 0.07294986 29.01 0.13519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3.09 增加0.85个百分点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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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839,774.31 577,507,654.33 577,917,231.89 841,020,95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42,304.27 37,316,424.23 12,955,649.95 49,194,27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842,533.37 30,310,542.23 10,642,698.69 26,699,08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584,497.36 -171,129,518.88 -45,060,443.63 376,153,5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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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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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570,712,740 45.43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154,781 2.560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168,500 1.367 0 未知  国有法人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4,262,206 0.339 0 未知  境外法人 

谢文澄  3,537,762 0.28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3,319,100 0.264 0 未知  境外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3,109,400 0.248 0 未知  境外法人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6 0 未知  其他 

刘伟 -300 2,948,200 0.2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NORGES BANK  2,935,960 0.234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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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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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各产业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产业： 

国内市场稳中有进：在政府与公共安全领域，继 G20杭州峰会后公司产品参与并平安护航全

国两会、十九大、“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大连达沃斯论坛、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庆等重要

会议和活动，并在 2017年的珠海双台风抗灾中保障有力,获得了用户好评；在能源化工和海警等

行业领域，实现合同零的突破；在轨道交通领域，完成杭州地铁 4号线载客试运营专家评审和北

京地铁机场线国产化应用，中标沈阳地铁 9、10号线无线分包以及成都地铁、宁波地铁等 8条线

的应急指挥和地铁公安无线通信设备。海外市场不断突破，产品出口东帝汶、巴基斯坦、尼泊尔、

蒙古等国家，并实现了国产 TETRA系统产品在大铁调度应用零的突破。 

系统产品方面，新版本系统软件能够支持的基站数量进一步提高；轨道交通列调二次开发按

计划进行；与第三方合作完成了符合 B-TrunC的宽窄带融合解决方案。终端产品方面，2017年新

上市三款终端，首款 LTE/PDT 多模终端完成样机研发。 

面向未来的，高性能、高质量的网络功能虚拟化平台完成研发，对信息安全产业和新业务的

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反诈产品成功在辽宁、贵州等地使用，风控产品与阿里、滴滴等互联网企业

的业务合作量不断提升。 

2、 智能自助设备产业： 

在 2017年银行自助设备市场现金类设备价格急剧下降的形势下，公司智能自助设备产业链上

下坚定信心，深挖市场潜力，收入结构进一步向非现类智能自助设备及软件服务业务优化。 



现金类产品深挖农信市场，积极推进大行市场销售工作；大额循环机入围交总行、青岛农行、

宁波农行、浙江农行等；智能非现产品通过技术研发上的不断改进，在继续维持与工总行合作的

情况下，与交总行的推进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还入围了包商银行、成都农商行、福建农信、重

庆银行等；软件业务的项目数量与质量均呈上升趋势，iBranch(智慧网点整体解决方案)中标三峡

银行、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达州银行、绍兴银行等；海外市场增长明显，形成有力补充；对

公产品方面，公安多功能户籍设备、社保自助发卡机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法院立案机、智能政

务一体机等跨行业应用顺利推进。 

自主研发循环模块质量稳定且得到用户肯定；自主研发大额循环模块完成总体方案设计；智

能卡库产品完成全工行卡库（乱序发卡+即时制卡）产品样机，并完成设计验证及产业化工作。 

3、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 

通信网优业务继续保持与主流设备厂家紧密合作，并增加上海和福建两个优质合作区域的市

场份额，同时参与在浙江实施全国首个 NB-IOT物联网工程建设项目；运营商网优业务中标浙江移

动 4G干扰集中整治、上海电信无线网络优化等项目；网络代维业务中标福建移动、中国铁塔福建

省公司项目；设计业务新拓展江苏邮电设计院的河北、天津、山东等区域。 

软件业务顺应趋势，积极向大数据平台开发业务转型，先后在福建移动、杭州移动成功部署

大数据网络优化支撑平台和云平台网优大数据分析软件；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能力初步形成，多名

工程师取得云计算认证，具备中型局点独立交付能力。 

在质量和信息安全体系方面，通过了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体系（14001/28001）转版升级认证

以及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ISO27001和两化融合等管理体系的认证；业务资质方面，先后具备基站服

务能力甲级、网优甲级资质、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 

4、其他产业： 

智能制造产业：在内部支撑方面，继续为无线集群、金融电子的战略转型提供优质制造保障；

在谋发展方面，EMS 制造加工业务保持与现有大客户紧密合作；同时，以物联网模块、汽车电子

为主要方向积极拓展新客户，且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谋智造上，设备更新和信息系统建设同步推

进，机器换人数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智慧园区与双创：东信城三期项目完工交付，园区租赁结合“双创”契机，推动园区转型升

级取得新进展。引进优质客户，2017年园区满租率保持在九成以上。创新服务方面，在合作成立

启迪东信孵化器的基础上，又引进枫惠六和桥孵化器，形成了“搭建平台、创建生态、打造智慧”

的园区发展新业态。启迪东信孵化器运营一年，入孵企业 50多家，出孵企业 8 家；园区打造的杭

州国际滨外创基地 2017年被国家外专局认定为首批“杭州外国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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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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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调减 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 210,084.08元，营业外支出 3,152,330.77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2,942,246.69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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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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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7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7户，详见年报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