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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东软集团

董事会秘书
王楠
024-83662115
024-23783375
investor@neusoft.com

股票代码
600718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东软股份、东大阿派

证券事务代表
张龙
024-83662115
024-23783375
investor@neusoft.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主要会计数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3,219,431,227
6,731,016,211
本报告期
（1-6月）
-1,329,790,798
3,382,288,750
93,477,532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上年度末
末增减(%)
12,112,720,527
9.14
6,076,042,386
10.78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1-6月）
增减(%)
-949,924,743
不适用
3,161,496,816
6.98
90,120,472
3.73

68,437,901

38,249,347

78.93

1.40
0.08
0.08

1.65
0.07
0.07

减少0.25个百分点
2.31
2.31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基本每股收益以报告期加权平均股本为基数计算，本报告期末加
权平均股数为1,227,594,245 股。稀释每股收益以报告期末包含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加
权平均股本为基数计算，本报告期末加权稀释性平均股数为1,229,276,52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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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90,074
0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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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阿尔派株式会社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SAP AG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赢 1 号
东芝解决方案株式会社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14.9445

185,696,805

0

质押

8.8335

109,763,547

0

无

4.9494

61,500,000

0

质押

1.6534
1.6142
1.6095
1.3279
1.3105

20,545,248
20,057,144
19,999,786
16,500,000
16,283,768

0
0
0
0
0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1.3105

16,283,423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未知
境外法人
未知
国家
境外法人
未知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25,000,000
0
61,500,000

1.1450
14,228,03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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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优先股。

注：报告期内，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减持本公司股票 6,500,000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0.523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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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无优先股事项。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各股东持股相对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4.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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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6 年是公司成立 25 周年，也是公司业务发展及转型的关键一年。报告期内，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面向新的产业发展形势，公司继续执行创新与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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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东软 5.0 战略”并取得初步成功。公司积极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持续开展
卓越运营和区域治理，加强以客户为中心的虚拟公司组织专业化能力建设。同时，公
司推进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深化创新激励机制，持续激发员工的创业
激情。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8,229 万元，同比增长 6.98%；实现净利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48 万元，同比增长 3.73%；每股收益 0.08 元，同比
增长 2.3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44 万元，同比增长 78.93%。
在自有产品领域，公司继续加快发展智能互联产品、平台产品与可大规模销售的
软件产品，持续加强研发与市场投入，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社保定点产品稳步放量并
呈现内涵式发展。在车载量产业务，深化与长安、华晨、观致等关键客户的合作。在
Ubione 系列自助设备方面，公司成为中国银行总行银医合作项目自助综合服务系统实
施厂商。新产品云 POS 开拓万达等客户。HR 及 SEAS 产品、Ubione 产品、平台产品、
云警产品等领域生态系统建设初具规模。
在核心行业解决方案及研发与工程服务业务领域，公司以用户价值和市场价值为
驱动，实施积极的市场竞争策略，进一步加强市场覆盖，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报
告期内，公司巩固在政府、电信、能源、公共卫生和医院信息化等领域的市场领导者
地位，持续提升细分业务专业化、系统化竞争能力，业务实现快速发展。
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公司面向优势行业开展产业融合创新，积极发展国家科研、
产业化项目，承接工信部工业公共服务大数据平台、科技部电动汽车智能辅助驾驶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等十余个政府项目。公司在智能汽车 EV、ADAS 辅助驾驶系统等领域
的市场份额持续提升，IVI、T-Box 等产品覆盖十余家汽车厂商客户。新能源汽车综合
服务平台“氢氪出行”进入试运营。智能充电产品 SECC 和 EVCC 成功通过 ISO/IEC15118
测试，为产品打开国际市场奠定基础。在能源互联网领域，完成运维业务平台的建设
和电站接入。互联网保险业务通过睿保创新业务平台实现产业对接，创造数据新价值。
智慧城市项目在邯郸、宜昌等地全面实施，拓展辽阳、贵州等地项目，推动优势业务
稳步落地。
在社会化互联网领域，公司围绕 IP 与核心业务，积极开展社会化互联网业务创
新，快速发展面向海量用户（BXB2C）的互联网业务，实现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报
告期内，国航、深航移动售票终端的出票量快速增加，睿云业务在学校的覆盖率有所
增加，大象就医、电视伴侣、沈阳易行、掌上 12333、赛客、图表秀、OhwYaa、小牛
助驾等云应用实现快速发展。在健康管理服务领域，全国首家云医院“宁波云医院”
运营情况良好。
在医疗系统业务方面，公司实施更为积极的市场策划与销售策略，NeuViz 128
精睿 CT、NeuSight PET 等新产品销售势头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创新与竞争能力获得认可，品牌美誉度与影响力不断扩大。公司
再次入围普华永道“全球软件百强企业”榜单，并且再度成为唯一一家入围该榜单的
中国软件企业。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上，公司荣获“2015-2016
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突出贡献奖”。公司 SaCa EMM、RealSight、Aclome 等自主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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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进入 Gartner 报告，市场竞争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获得肯定。
3.2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382,288,750

3,161,496,816

6.98

营业成本

2,225,547,886

2,090,197,911

6.48

销售费用

373,915,991

351,287,424

6.44

管理费用

774,697,863

677,957,156

14.27

财务费用

16,425,456

10,217,204

6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9,790,798

-949,924,743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051,347

-193,631,53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923,647

397,939,440

68.35

研发支出

397,993,830

354,289,773

12.3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22,079 万元，增长 6.98%，主
要由于报告期内软件及系统集成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13,535 万元，增长 6.48%，主
要由于报告期内软件及系统集成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263 万元，增长 6.44%，主
要由于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市场开拓的相关费用增加，以及限制性股票的股
权激励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9,674 万元，增长 14.27%，主
要由于报告期内人工成本、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621 万元，增长 60.76%，主要
由于报告期内因汇率变动使汇兑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
年同期减少 37,987 万元，主要由于报告期内采购支出、人工费用性支出以及支付的
税费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
年同期增加 7,058 万元，主要由于报告期内本公司收到转让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软望海”）部分股权的款项 26,550 万元，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沈阳
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对威特曼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收购股权并增资共支出
9,667 万元以及本期收回银行理财的净额同比减少 8,442 万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
年同期增加 27,198 万元，增长 68.35%，主要由于报告期内东软望海收到其他股东的
增资款 22,500 万元；报告期内本公司及子公司净取得银行借款 56,147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12,919 万元；同时本年公司执行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已支付现金股利 11,804
万元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4,370 万元，增长 12.34%，主
要由于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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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发支出
(1)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351,726,515

本期资本化研发支出

46,267,315

研发支出合计

397,993,830

研发支出总额同比增减（%）

12.34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5.91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1.77

(2)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支出总额为 39,799 万元，同比增长 12.34%，占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比例为 5.91%，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11.77%，与上年同期占比基本持
平。
3.4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营业收入
毛利
比上年增
率（%）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软件及系统
集成

2,681,624,383

1,859,887,009

30.64

9.65

7.86

增加 1.15 个百
分点

664,612,855

347,288,392

47.75

-2.90

-1.66

减少 0.65 个百
分点

36,051,512

18,372,485

49.04

14.41

44.69

减少 10.67 个
百分点

医疗系统
物业及其他
业务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的说明：
（1）报告期内，软件及系统集成毛利率同比增加 1.15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国内
软件业务收入比重同比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医疗系统毛利率同比减少 0.65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产品结构变
化所致。
3.5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境内

2,602,137,532

10.50

境外

780,151,218

-3.29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境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50%，主要由于国内业务拓展带来的增
长；境外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29%，主要由于医疗出口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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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核算方法的变更。
4.2 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5 家：东软西藏软件有限公司、大连
甘井子虹韵路亿达熙康诊所有限公司、北京东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东软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威特曼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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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备查文件目录
5.1 载有董事长刘积仁签名和公司盖章的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文本；
5.2 载有董事长刘积仁、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张晓鸥、会计核算部部长金辉签名
并盖章的财务报告文本；
5.3 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文及公告的
原稿。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积仁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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