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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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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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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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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锡民 工作原因 王勇峰 

独立董事 刘淑莲 工作原因 王巍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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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半年度，本公司未拟定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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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软集团 600718 东软股份、东大阿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楠 李峰 

电话 024-83662115 024-83662115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东软软件园 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东软软件园 

电子信箱 investor@neusoft.com investor@neusof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906,788,366 12,909,194,213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17,678,790 8,920,924,836 2.21 

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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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219,494 -1,025,920,99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782,020,062 2,708,807,183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973,886 121,927,924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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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4,939,968 70,551,708 -2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1.57 减少0.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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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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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772 153,809,314 0 质押 139,019,900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9.9907 124,151,805 0 质押 25,000,000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318 78,683,547 0 无 0 

阿尔派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6140 20,057,144 0 无 0 

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森木价值发现 1号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396 17,889,422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4316 17,789,886 0 无 0 

SAP SE 境外法人 1.3104 16,283,768 0 无 0 

徐燕超 境内自然人 1.0622 13,200,097 0 无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淡水泉精选 1期 
未知 1.0053 12,492,612 0 无 0 

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90 11,047,66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为阿尔派株式会社在中国设立

的外商独资投资性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

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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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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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宏观经济环境与行业分析 

1、宏观经济环境 

2018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但经济发展下行风险增大,主要经济体政策调

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我国宏观经济开始趋于良性循环，虽然中美贸易

摩擦加剧、内需呈现疲软态势等问题带来一定下行压力，但我国宏观经济将延续总体平稳、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积

极应对外部挑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2、行业分析 

公司所属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引领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核心力量，是

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核心支撑。随着应用程度的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与企业生

态链的结合越发紧密。不断增长的用户需求直接带动了行业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持续高速发展 

2018年 4 月，国家工信部印发了《工业互联网 APP培育工程方案（2018-2020 年）》，指出围

绕制造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实际需求，以企业为主体，以发展和繁荣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生态

为目标，推动软件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工业 APP 培育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协同推进。依

托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依托工业 APP 培育工程发展工业大数据，

创建大数据产业集聚区。我国将集中力量解决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生

态构建能力较弱等问题，通过强化产业能力建设、强化工业数字经济谋篇布局两方面来做强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根据国家工信部统计， 

2017年，我国软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接近 11%，软件著作权登记量突破 70万件，基础软件、核心

工业软件以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计划到 2020年，培育

30 万个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工业 APP，全面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维护和经营管

理等制造业关键业务环节的重点需求。 

（2）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革命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发达国家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加速战略布局，抢占未来发展

主导权，给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跨越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从国内形势看，中国制造 2025、

“一带一路”、“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军民融合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推进实施，以及国家网

络安全保障的战略需求，赋予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的使命和任务。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等快速发展和融合创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突破和应用，进一步重塑软件的技

术架构、计算模式、开发模式、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融合发展呈现新格局，

两化深度融合持续向更高层级跃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效益同步提升，为制造强国和网

络强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迎来更大的发

展机遇。 

（3）全球产业格局深刻变化，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全球产业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围绕技术路线主导权、价值链分工、产业生态的竞争日益激

烈，发达国家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加速战略布局，抢占未来发展

主导权，给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跨越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来自国内同业及跨国公司

的双重竞争日益加剧，也为国内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转型发展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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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面对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面向新的产业发展形势，公司坚持创新与全球化发展

策略，以自主知识资产为核心驱动，以核心业务的专业化、IP化、互联网化为发展方向，持续推

进核心业务、产业互联网业务和社会化互联网业务联动发展。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继续积极推动业务发展内涵升级，从面向技术和产品的提供者，向以东

软自主 IP为核心的面向生态系统和应用场景的经营者转变。公司持续聚焦在大健康、大汽车、智

慧城市、企业互联与云化产品的核心业务，在各优势行业的领导者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积极

推进“领域平台+产品”的创新业务发展模式，自有产品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面向

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方向的投入力度，以自有 IP作为价值载体，

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成熟的产业互联网市场快速发展。在公司内部，持续加强虚拟公司的

专业化能力和经营效率，推进区域运营平台的综合治理与商业能力的提升。公司持续优化人才结

构和布局，同时夯实现有多元化激励，持续探索创新激励机制，不断激发员工创业热情。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8,202 万元，同比增长 2.70%；扣除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北

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望海”）自 2017年 12月末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的影响，同口径下，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79%；公司实现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1,397万元，同比下降 6.52%；每股收益 0.09元，同比下降 6.11%；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494 万元，同比下降 22.13%。如果将报告期内和去年同期同时扣除沈阳东

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东软熙康控股有限公司、东软望海、东软睿驰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软睿驰”）等创新业务公司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后，同口径下，公司主营业务实现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9.99%。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线的整体管理水平、创新与竞争能力、品牌美誉度与影响力不断获得

认可。在中国 IT市场年会上，公司荣获“2017-2018中国新兴产业创新典范企业”和 “2017-2018

中国平台产品市场年度成功企业”奖项。在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流会上，公司荣获

“2017-2018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杰出贡献奖”。2018年，东软位列“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第 8名。 

 

（三）报告期内公司具体经营情况 

1、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 

东软业务覆盖卫健委、医院、医保、商保、民政、扶贫等行业领域，围绕医疗健康与社会保

障多行业解决方案的互联，致力于构造高效、精准、标准化、可度量的大健康运营服务运行体系，

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成为新医疗元素，促进与“智能互联网+”的融合，助力医院信息化的快速

发展，推进中国医疗体系改革。报告期内，东软智能医疗研究院正式揭牌，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

大数据技术等信息技术与医疗知识的融合，构建可持续的大健康产业新生态。 

在区域卫生和医院信息化领域，公司持续保持行业领导者地位，核心业务客户获取突飞猛进。

报告期内，新激活卫健委、医院等近 300 家客户。根据 IDC的行业分析报告，公司连续 8年保持

市场占有率第一，拥有行业最大客户群。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服务医院客户 2,000 余家，覆

盖全国三级医院 400余家，区域卫生业务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平台，服务基层医疗机构 23,000

余家，服务全国诊疗 4.6亿人次。在医院信息化领域，东软自主知识产权的医院信息平台 V3.0、

RealOne HIS V2.0、RealOne EMR V2.0、云 HIS V3.0 等产品通过 IHE中国测试认证，产品竞争力

和标准支持程度获得认可，东软核心业务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持续提升，拓展河北、河南、

山西、海南等多省客户，湖北宜昌一体化智慧医疗健康体系取得新的成果。 

在医疗保险管理领域，公司利用在行业内多年的经验累积和优势资源，与技术相结合，搭建

领域平台，聚焦优势产品与服务，构建以东软为核心的良性生态，构建集中式和一体化的保险管

理经办平台，实现基于医保大数据的智能化医疗、服务监控和费用控制模型建立并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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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承接吉林医保局监控系统二期和异地就医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面向医院自助服务的一体机业务快速发展，医疗自助一体机市场占有率份额

排行第一，覆盖 28 省、400 家医院、130 家三甲医院。在银医业务领域，公司与多家银行合作，

承接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山三院和上海胸科医院等银医项目，业务持续增长。东软 Ubione企业智

能终端借助技术优势，向医疗客户提供软硬一体化的无缝的产品体验和解决方案，与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安交大一附院等重要医疗客户保持良好合作。东软 Ubione 企业智能终端荣获

“2018德国 IF设计奖”，并与 Ubione智能支付终端共同荣获“2017-2018中国企业信息化年度创

新产品”奖。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业，公司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软件服务与多功能服务终端等信息

技术，为中国各省、市、区、县等提供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以改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

启动合作、共赢、健康的生态系统建设。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业务覆盖国家人社部、21省厅、174

市局，市场份额超过 50%，覆盖人群超过 6 亿，参保单位数量超过 1,000 万，医疗两定数量超过

16万。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巩固市场领导者地位，承接河南省、吉林省及沈阳市、无锡市等多个

省市的人社项目，新增人社用户超过 200家，和 14万家医药服务用户。公司在脱贫攻坚、健康扶

贫、扶危济困和医疗救助方面提供支撑和服务，推进互联网+药品流通，通过患者用药大数据与药

企、医疗医药电商有机结合，提供安全快捷的用药需求。在民政行业，公司把握社会组织法人库

及信用体系、“金民工程”有利机会，拓展了深圳、青岛两个典型城市的业务。在商保领域，与人

保集团、泰康、安徽国元等达成长期战略合作。 

2、智能汽车互联 

东软是全球领先的汽车电子服务供应商，在汽车电子业务领域，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与发展，

公司建立了与众多国内国际车厂、国际汽车电子厂商的长期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构

建了由分布在中国、德国、日本的三千余名优秀人才组成的汽车电子软件研发团队，无论在技术

与市场份额都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在全球前 30大汽车厂商中，85%使用了东软的软件与服务。 

东软作为车载系统整体供应商，车载量产业务已覆盖国内绝大多数车厂，基于平台与标准提

供软件与服务，通过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车联网平台等深度布局大汽车生态系统。报告

期内，公司构建 MSP（Mobility Service Provider）平台，为车辆提供端到端整体座舱解决方案，

持续提升和丰富车载信息娱乐、智能座舱系统 C
4
-Alfus、e-Janus 全液晶仪表、智能车联网终端

T-Box、手机车机互联、基于 IoT 的新能源监控平台、基于 V2X 通信技术产品 VeTalk、车载信息

安全等自有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座舱系统 C
3
-Alfus、C

4
-Alfus业务快速发展，并作为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吉利、奇瑞提供车载互联系统。公司进一步加强与阿尔派、Harman、电装等

客户的深层次合作，保持在汽车电子业务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推进全国

首个车联网产业基地的建设，参与无锡车联网（LTE-V2X）城市级示范应用重大项目，负责核心网

元 V2X服务的建设工作。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子公司东软睿驰持续优化和完善智能充电产品、动力电池包、动力电池

管理系统等产品，与吉利汽车等多家车厂展开深入密切的合作，业务实现突破和快速发展。报告

期内，东软睿驰研发的电动汽车通信控制器 EVCC 和供电设备通信控制器 SECC，成功通过 CCS 互

操作性和兼容性国际标准测试，标志着东软睿驰的充电通信技术水平与国际同步。 

在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和自动驾驶领域，东软睿驰持续提升 ADAS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基于 V2X

通信技术产品的解决方案“VeTalk”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产品线。报告期内，公司与恩智浦展开

合作，发布了基于恩智浦视觉处理器 S32V的最新一代 ADAS量产产品，以及面向量产的基础软件

平台 NeuSAR，为客户提供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报告期内，东软睿驰 “氢氪出行”3.0上线，作

为“车共享”的实践者，提供按需用车的分时租赁服务，现已覆盖超过 20座城市，并荣获“最佳

新能源车租赁运营商”奖。 

在专注于技术的同时，公司积极参与行业联盟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公司作为国家汽车电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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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标牵头制定单位，获得国家层面对东软车载技术、网络安全技术和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同

时，东软还代表国家参与联合国国际汽车信息安全标准法规提案建设，也是国际车联网安全标准

制定中唯一的中国企业。子公司东软睿驰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与数

据共享工作组的组长单位、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成员、互联互通充电联盟成员，并参与电池管

理系统功能安全国家标准、电动车互联互通国家标准的制定。同时，东软睿驰积极参与制定国际

ISO15118标准以及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特殊要求、基于 PLC技术的电动汽车充电通信技术要求、

道路车辆功能安全标准、电动汽车用仪表等多项国家标准，打造行业领先地位。 

3、智慧城市 

公司致力于推进“智慧云城市”战略，构建了集咨询规划、建设实施、运维服务于一体的“以

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业务框架，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功构

建了覆盖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产业集群，打造了惠民、兴业、优政的智慧云城市解

决方案与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构建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业务架构，基于大健康

战略拓展了甘肃、河北、辽宁、陕西等多省业务，积极参与城市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加速技术

和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公司在优势行业的市场份额和领先地位。 

东软积极打造智慧政务系统，让政府服务更便利可及，让监管更智慧。公司围绕健康保障、

城市基础设施及综合治理，提供与惠民相关的舆情分析、平安城市、互联网交通、法人信息库等

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在智慧政务领域取得良好进展，与各政务系统开展紧密合作。在电子政务

领域，公司承接了国家发改委、9 个地方省份等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业务，中标国务院办

公厅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一期）工程数据资源共享与大数据分析采购项目，为东软在政务服务、

资源共享领域取得突破。在公检法行业，公司承接建设了公安部人口系统、检察院电子检务工程、

法院天平工程等多个系统。在不动产管理领域，公司承接国家国土资源部及多个省市项目，在住

建行业，参与部分试点城市的住房租赁监管系统建设。在知识产权领域，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就专利审查信息化持续深入开展合作。报告期内，与中石油集团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

中石油集团在专利信息化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在环保领域，公司持续加强与环保部司局级客户的

合作，逐步开拓山东、四川、华东区域省地市级环保政府客户。公司自主研发的东软机动车尾气

遥感监测产品投入市场，并逐步建立遥感设备附属产品合作伙伴群和生态圈，开启“环保检测设

备+平台”模式。在智慧党校和党建领域，公司建立党校业务数据标准，推出智慧党建平台并落地

青岛机场，其党群电子政务系统已正式上线试运营，实现管理一体化、全面移动化。报告期内，

完成江苏省委党校、国家税务总局党校的项目。东软结合校园党组织的实际需求，推出高校版智

慧党建平台产品，长安大学智慧党建平台顺利上线运营。在扶贫领域，公司承建国家扶贫办全国

大集中业务管理系统，参与扶贫信息化数据标准制定，先后树立山西、贵州、辽宁等省级典型案

例，投入扶贫大数据分析、扶贫终端应用和咨询服务等多条产品线，“领域平台+产品策略”已经

形成。 

东软积极为电信运营商提供物联网链接平台、业务管控平台、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基础平台

和信息安全平台，助力电信运营商全面布局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支撑。报告期内，公司

在运营商市场持续投入，与中国联通在 BSS 系统、CRM 系统、物联网等领域保持稳定合作关系，

并成功拓展联通物联网、联通国际等客户。公司持续开展与中国电信在大数据、物联网、云平台

等领域业务。公司与中国移动在安全感知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持续推出针对垃圾短信、骚扰

电话、不良信息等治理方案。报告期内，公司与诺基亚贝尔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共同推进 5G

和垂直行业融合创新研究。公司承建 4 个优质虚拟运营商的业务支撑平台，持续开拓虚拟运营商

市场，拓展优质虚拟商客户中兴视通、话机世界。公司作为第一家卫星通信 BOSS承建商，将与卫

通集团等客户开展合作。 

东软积极布局智慧能源，构建能源互联网商业生态，通过不断的创新重构能源行业的内部管

理、重构产业链，助力整个行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支撑城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城市环境保护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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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在电力行业，公司持续加强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核心客户的深度合作，拓展中国电

力传媒集团、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能效测评中心等客户，促进了平台化售电软件的实际应用，为

后续规模化拓展开放电力市场打下了基础。在石油石化、水务燃气领域，公司进一步加强与关键

客户的合作和互动，持续探索和推进全产业链业务布局。 

东软在智慧金融业务领域不断创新，积极构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运营服务体系，夯实金

融科技能力，聚焦银行服务与产品创新业务建设、互联网保险行业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持

续加强与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现有客户的紧密合作。在银行业务领域，公司与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联等客户深入合作，与工商银行、浦发银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

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开展在大数据领域的合作。在保险业务领域，公司

保持与太平洋保险、中国人保等关键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在证券行业领域，公司业务覆盖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重要客户，并承接海

通证券、国信证券等客户项目。拓展了辽宁振兴银行、和谐健康保险等新客户，并积极推进与四

川金控、通源资产等客户的稳定合作。 

东软在智慧教育领域，助力教育体系全面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现代教育系统，以

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模式。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国家教育部、北京

教委、上海教委的核心项目建设，为区域教育云服务开拓新的业务模式。在教育互联网业务领域，

东软“睿云”的云阅卷平台、智能学业评价平台、新高考智能辅助选科等新产品，持续为河南、

山东、湖北、辽宁、山西、西藏等多个省市的中小学提供服务。 

东软在智慧交通领域，统筹考虑“人、车、路、环境”四类因素，构建一整套涵盖城市交通

管理、高速公路、轨道交通、车联网、航空等领域的大交通解决方案。东软智慧交通服务与管理

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于宁波、武汉、西安、沈阳、大连、潍坊等 60余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控

制中心（NOCC）核心软件广泛应用于深圳、广州、天津、西安等城市，在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在无锡地铁、温州地铁、苏州轨道、沈阳地铁等拓展了集团管控、建设及运

营管理等信息化业务，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公司在既有业务基础上拓展空中智能交通领域业务，

配合并参与东北空管局的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实现在智慧交通领域

从地面交通到空中交通的全面覆盖。 

东软云警产品目前已应用于 50多个城市，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持续扩大，报告期内，天水市公

安局、北京海淀区监督平台建设项目快速推进。在群众性治安防控方面，公司与天水、潍坊、丽

水等城市继续保持合作，在智慧公安领域形成全面的“雪亮工程”智慧化应用体系。 

4、企业互联及其他 

在企业互联及智能化管理领域，公司聚焦重点行业和关键客户，持续推动解决方案的专业化、

IP化发展，同时打造了覆盖智能商务、智能监管、智能制造的智能化管理体系，以信息技术服务

于企业转型及产业优化升级。报告期内，公司以海尔、海信、万科的售后服务及呼叫中心和营销

管理为支撑进行横向和纵向发展。在烟草行业，公司聚焦烟草新一代营销、大数据智能应用、智

慧物流等核心业务，保持与国家烟草局的稳定合作。 

在产品领域，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投入，持续推出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知识资产，

UniEAP、SaCa、RealSight 等平台产品快速增长，在宏观经济、金融、民生、医疗、教育、交通、

新媒体等多个行业领域全面发展，积极拓展省级合作伙伴，市场地位持续提升。在 E-HR领域，公

司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年度市场占有率第一，再次入围 Gartner 报告，持续领跑亚太市场，

报告期内，签约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中心、银联商务、宁波银行、上海人寿、绿地控股、立邦集团

等客户。在档案管理领域，公司承接青海、哈尔滨、内蒙古、杭州等多地档案局业务。 

在 BPO和云服务领域，公司积极布局云护航、中小企业服务平台、跨境电商及垂直电商业务，

探索在智能服务与大数据方面的技术创新，完成微信服务平台及自动化运维工具的开发并在多个

项目中应用。在 IT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参与了国家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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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ITSS）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与中国互联网协会数据中心运营工作组共同研发数据中心基础

设施运维管理系统，与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CDCC）开展合作，并与 STULZ 达成合作研发的微模

块数据中心管理软件的战略合作。报告期内，拓展霍尼韦尔、一汽大众、大连国税等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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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