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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5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70330 

投资者 

关系活

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 

参与 

单位 

名称及 

人员 

姓名 

证券机构 25 家：     

中信证券 刘雯蜀、李启明 中信建投证券 韩鹏程 

中金公司 张向光 兴业证券 蒋佳霖、陈俊哲 

中银国际 谭鹏鹏 海通证券 杨林 

申万宏源 王睿、陈星宇 安信证券 李小伟、范文迪 

广发证券 郑楠 平安证券 张冰、潘泽兴 

东吴证券 郝彪 招商证券 周楷宁 

华泰证券 蔡嵩松 银河证券 邹文倩、马浩喆 

信达证券 周皓 太平洋证券 徐中华、李冰桓 

国信证券 李伟 方正证券 付然 

华金证券 李东详 上海证券 陈思 

华创证券 候子超 山西证券 任正中 

国海证券 孙乾 渤海证券 王洪磊 

国元证券 宗建树     

  
   

基金/资管类机构 29 家 

华夏基金 常亚桥 前海开源基金 徐立平 

招商基金 王垠 兴全基金 陆士杰 

安邦基金 王凌霄 东吴基金 徐亦达 

国投安信 王嘉宁 华泰保险基金 黄佳丽 

上银基金 翁伟航 建信基金 许丰 

拾贝投资 刘佳琪 裕添宝投资 周子酉 

金融湾 黄星淇 瑞奇融通 石立堂 

睿盟投资 杨湘云 鑫达通投资 曹珂玉 

弘澄投资 张一然 中国文化投资 张晓微 

海通新创 林周勇 瑞信 周成、郝大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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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鼎业 苏奇文 瑞瀚资产 周培鑫、王春宇 

函数资本 张健 中江国际 王伟 

创优合华 翟峰 投融有道 孙胜飞 

恒丰环球 刘宇 励石投资 杨光兵 

融丰行 刘俊杰     

     

时间 2017年 3月 30日 15：00-16:30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号院中关村软件园二期东区 18号 

神州信息大厦一层会议室 

上市公

司接待

人员姓

名 

神州信息总裁                              周一兵 

神州信息财务总监                          任军 

神州信息董事会秘书                        王燕 

神州信息战略投资总监                      滑福霞 

神州信息投资者关系经理                    夏冰 

神州信息投资研究主管                      张权 

投资者

关系活

动主要

内容介

绍 

 

1. 2016 年，公司的收入增长近 20%，但归母净利润下降较多，请问公司如何看待这

种业绩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2016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经营策略，把握 IT 产业新一轮技术升级及信息

安全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强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蓄能增效。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80.14 亿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19.3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2 亿元，较上年度同期减少 30.98%，主要是为了公司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增加

了技术研发、购买资产等战略性投入的影响所致。 

2016年，公司的发展策略重点是加大技术研发和战略业务的发展布局，围绕已有

的战略业务布局缩短发展周期。2016 年，公司与研发有关的支出共计 4.28 亿元，占

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5.34%，同比增长 14.61%，战略性地支撑了公司在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分布式领域内的技术升级。 

 

2. 公司对 2017 年的业绩情况有怎样的预测？2017年的战略发力点是什么？ 

答：2017 年，基于 2016 年的产品技术升级以及战略业务发展的扎实基础，公司将进

入新一轮业务快速发展和新产品销售的周期。2017年，公司重要的发力点为： 

（1） 2016年持续投入并形成多个成果的服务自动化、智能化将为公司开拓更大

的市场，同时并购的华苏科技也将拓展公司在 CT 领域的服务空间和增长

能力。 

（2） 2016年升级的云及分布式架构的多款行业应用软件，将发挥业内独有的服

务优势，提升公司的议价水平，带来增长效应。 

（3） 2016年，公司洞察行业趋势，围绕行业客户不同阶段的云建设需求，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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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云、混合云还是行业公有云领域，公司均将加大云服务的发展力度。 

（4） 2016年，公司与农业部签署了《共同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合作协议》，将

在 2017年共同推动大数据与农业的融合创新。 

（5） 在量子通信领域，公司将继续发挥 2016 年所积累的“京沪干线”系列项

目的建设经验，以及公司参与的量子科学卫星合肥总控中心相关建设的经

验，结合公司在 2016 年探索的量子技术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继续扩大在

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先优势。 

公司在行业信息化领域经历了 3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打造技

术能力，保持业务水平及模式的创新性，方可抓住技术升级及行业需求升级的所带来

的巨大机遇。尽管 2016年公司所做的投入和准备对当期利润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为后

续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2017年起，公司将有望恢复原有的发展速度，经营业绩争

取实现较好增长。 

 

3. 2016年，公司资产减值较去年同期变化较大，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2016 年，公司的资产减值主要来自于集成解决方案业务和农业信息化业务的坏账

计提，这两部分业务的计提客户主要为政府类客户，回款较慢，但回款信誉较好，实

际的呆死帐很少。公司的应收账计提管理较严格，这部分时间性的差异随着业务推进

将会冲回，该指标在良性可控的范围内。 

 

4. 公司的云服务发展方向是什么，私有云、混合云还是公有云服务？公司将采取什

么切入策略，如何深入的挖掘机会？ 

答：公司十多年前开始研发行业云技术，目前已在金融、税务、农业领域部署了行业

垂直 SaaS 服务平台，也可为行业客户提供私有云、混合云的建设和运维服务，公司的

云服务发展方向将覆盖私有云、混合云及公有云服务。 

目前，行业客户的私有云建设需求强劲，公司将发挥在国家信息安全领域及 IT基

础设施云化升级领域的技术优势，以集成解决方案开拓的客户机会为先导，整合数据

中心解决方案、资源整合规划、云平台建设、云部署及云运维等云生命周期综合解决

方案，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快速抢占市场、获得客户、占有先机、打磨业务模式。 

 

5.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 IT 整合服务商，服务多个行业，请问公司在细分市场的排名如

何？特别是金融行业，有什么独特优势？ 

答：公司拥有三十余年 IT 服务经验，在中国 IT 服务市场处于龙头地位。根据 IDC 排

名，公司连续多年名列 IT 服务市场中国企业第一，在多个细分市场名列前茅。公司竞

争对手主要为国外 IT 企业。 

公司于 1987 年进入金融信息化领域，是公司积累最深厚的行业之一，行业优势明

显。公司连续多年在核心业务、渠道管理应用市场排名第一（数据来源：IDC），建成

并运营着国内领先的金融云服务平台。公司在西安软件研发基地，还建有国家级标准

的金融专业数据中心，并将 ISO20000 和 ISO27001 等管理体系应用于数据中心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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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所有服务 SLA连续达标，客户满意度非常高。 

2016年，公司金融行业主要拳头产品均升级到云及分布式架构之上，并形成了良

好的销售落地。2016年，公司银行核心系统成功签约香港创兴银行、保定银行等客户；

企业服务总线系统成功签约陕西信合、甘肃银行、华通银行等客户；互联网金融平台

成功签约长江银行等客户；智能网点系统签约青海银行等客户。 

 

在接待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1号—

—投资者关系管理及其信息披露》等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同

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

单（如

有） 

 

日期 2017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