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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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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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机构 24家： 

光大证券 薛亮 安信证券 徐文杰 

海通证券 谢春生、杨林 中信证券 刘雯蜀 

兴业证券 蒋佳霖 中金公司 黄丙延 

新时代证券 田杰华 银河证券 钱劲宇 

招商证券 宋兴未 天风证券 葛婧瑜 

国金证券 王京哲 国信证券 黄净 

信达证券 边铁城 中投证券 张丽丹 

联讯证券 刘璐 国海证券 杨妙姝、孙乾 

建信养老金 蒋锦 深圳私享基金 安静、王超 

中铁宝盈资管 周键涛 新湖财富资管 杨洋、洪珍 

源乐晟资管 胡中游 农商银资管 聂龙涛 

和君资本 张永俊 密瑞资本 李鹏 
 

时间 2017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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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信息大厦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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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信息董秘                              王燕 

神州信息高级副总裁                        张丹丹 

神州信息助理总裁                          郝晋瑞 

神州信息助理总裁                          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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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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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关系活

动主要

内容介

绍 

 

1. 2017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发展，签约质量、业务毛利率明显提升，请问

是受哪些业务的拉动？  

答：上半年，公司发布了 “IT+”产业融合新战略，大力发展云服务、智能运维服务

和量子通信服务，成为“云时代的新型 IT 服务商”，因此当前经营工作的重点坚决推

进战略落地，大力发展云服务、智能运维等业务，加速“新型 IT 服务”的销售，提升

盈利能力。 

战略推进坚决，分项业务亮眼： 

 大力发展云服务、智能运维等业务，技术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22.53 亿元，同比增

长 29.23%，业务毛利率达到 25.80%，同比提升 4 个百分点； 

 加速新一代分布式、云架构金融软件的销售，应用软件开发业务实现收入 3.66亿

元，同比增长 16.27%； 

 加码量子通信、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业务，集成解决方案业务实现收入 21.28亿

元，同比下降 1.25%；业务毛利率达到 11.30%，同比提升 2.30个百分点。 

持续优化业务结构： 

上半年，公司高毛利业务的营收占比同比提升 2.81 个百分点。未来，公司在收入

规模稳步增长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业务结构，提升业务质量和盈利能力。 

 

2. 未来 3-5年，公司最大的发展助力是什么？ 

答：未来公司的最大的发展助力就是我们的新战略目标： 

一是，大力发展云服务、智能运维服务和量子通信服务，做云时代的新型 IT服务

商，加速“新型 IT 服务”的销售与落地。目前，已取得了较快的进展： 

 云服务 

 完善云服务产品线，发布云战略规划咨询、企业私有云实施服务、云综合管理软

件等云产品和服务；中标电科院云运营服务，较好地展示了统一服务的标杆效应。 

 新一代分布式、云架构的金融软件市场销售强劲，其中银行核心系统新中标 7 家

银行，企业服务总线系统新中标 10 家银行，智能网点系统新中标 10 家银行，互

联网金融平台新中标 3 家银行。 

 荣获目前国内云服务的最高等级资质--ITSS 云计算服务能力二级资质，并获评

"2017 中国十佳云计算方案商"。 

 智能运维服务 

 自动化运维平台 Service Jet 已广泛应用于银行、证券、电信、政企等行业，上半

年又成功进入军工行业。 

 公司的自动化测试服务也新签海尔集团、厦门国际银行等客户。 

 大力发展价值更高的业务运维、安全运维新产品，业务运维服务成功签约北京电

信，安全运维服务成功签约广西移动。 

 量子通信服务 

 继成为国家量子产业联盟首批成员后，今年 6 月又正式成为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CCSA）量子通信与信息技术特设任务组的成员单位，将参与国家量子保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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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标准的制定工作。 

 与国科量子、科大国盾及天津滨海新区等达成战略合作，在天津建设量子通信产

业基地，服务于京津冀地区的政务、交通、能源、互联网等行业的电子认证需求。 

 

二是，努力构建“一中心双平台”，（跨界大数据中心、智慧农业服务平台和企业

融合服务平台），做数据时代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目前，已取得的进展有： 

 大数据服务 

 农业业务推进"一网一库三大服务"的发展框架，研发"三农大数据指挥舱"，并接受

了总理的考察和高度认可；并承建国家级农村土地确权数据集成建库项目。 

 "金税三期"管理决策平台支撑国家首次实现了全国税务数据大集中，完成了由行

业信息化向管理型应用和数据治理服务的业务升级，涉税数据服务成功签约新疆

地税、山西地税。 

 政务数据服务以大数据支撑城市管理提升，并在城市征信领域实现重要突破，成

功签约江苏省省级征信平台和柳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企业融合服务平台：将利用专业服务积累的高价值深网数据，采用互联网等技术，

打破信息不对称的行业服务市场壁垒，满足企业的内部信息化以及外部互联网化

的需求，为我国 8700 万家企业提供各种行业服务。目前，公司利用资本的手段，

快速扩充丰满该平台的服务模块。 

 智慧农业服务平台：将在智慧农业平台中融合农村管理、农业生产、农业交易三

大服务，打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与管理者、与生产要素、与服务之间的联系，积

累全产业链数据，解决土地大规模耕种、精准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溯源等

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目前，该平台的架构已搭建完成，农业三大服务均已

落地。 

 

3. 公司的 SaaS 已形成了金融云、税务云及农业云，发展迅速。IaaS 的部分，是否

考虑与阿里云或腾讯云开展合作？  

答：经过十余年的布局准备，神州信息现已具备云技术产品、云运维服务和第三方云

平台运营等三位一体的云服务能力，并荣获目前国内云服务的最高等级资质——ITSS

云计算服务能力二级资质，获评“2017中国十佳云计算方案商”。 

今年以来，在私有云及混合云方面，公司成功推出了云战略规划咨询服务、企业

私有云实施服务以及云综合管理软件产品，帮助行业用户制定符合其发展需求的云模

式，提供一站式私有云建设服务；并在复杂的技术环境下，为行业用户提供云计算基

础资源管理、应用资源管理、服务资源管理、统一门户服务、安全管理服务及云运维

等服务。在公有云方面，公司搭建的金融云、税务云、农业云平台快速发展，帮助用

户创新服务模式和服务价值，开拓新领域和新业务。 

公司在西安建有规模领先的软件研发基地，具有国家级标准的金融专业数据中心，

满足 ISO20000 和 ISO27001 等管理体系，所有服务 SLA 连续达标，受金融行业严格监

管，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及其他金融监测机构的要求，可有效地支撑公司公

有云业务的发展。公司当前首要目标是先把 SaaS做好。未来，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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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开展公有云合作的可能。 

 

4. 请问公司分布式银行核心系统在中关村银行应用效果怎么样？未来是否会推广复

制？ 

答：分布式银行核心系统拥有多中心的业务架构，从系统架构、处理效率、业务弹性

扩展能力、互联网创新支持等方面都有更强的支撑和保障。今年上半年，公司已赢得

5 家分布式核心系统项目，其中，中关村银行是第一个成功上线的客户案例，目前运

行状态很好。分布式核心系统是公司研发的标准化软件产品，未来，规模化复制应用

和推广将是重要发展策略。 

 

5. 国家正在推进市县一级的公安系统规划和整合，请问公司是否有参与？ 

答：公司在公安行业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和积累，对我国公安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情况及

需求也比较了解，公司的成员企业华苏科技利用通信大数据为公安行业提供舆情监测

及流动人口管理等服务。 

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 IT+产业融合新战略，重点构建“一中心两平台”：跨界大数

据中心、企业服务平台和智慧农业平台。中国拥有 8700万家企业，每家企业都需要纳

税服务、金融服务以及 IT等服务，企业融合服务的市场空间足够大。公司在智慧农业

领域也形成了较好的先发优势，因此，公司将重点聚焦和推进这些战略业务的落地和

发展。 

 

6. 公司在农业领域的布局很多，随着农地确权业务接近收关，公司的农业信息化业

务将有哪些新发展，未来空间有多大？  

答：随着农地确权接近收关，公司为确保农业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采取了两方面

对策，一方面依托农业业务“一网一库三大服务”的战略架构，加快推进智慧农业服

务平台的发展，在农村管理服务、农业生产服务、农业交易服务方面进行业务创新和

落地。另一方面，把握国家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新需求和新机遇，进行业务拓展，

比如土地确权数据的汇总合库项目、农村集体产权的确权业务、及农业两区划分工作

等。其中，农村集体产权确权，市场规模约几百亿；农业两区划定工作，市场规模也

将过百亿。公司基于在农业近 20 年的积累，以及近几年在农地确权方面的技术、市场

及服务优势，有信心保持农业业务的稳定发展及行业领先优势。 

 

7. 请问公司政务数据业务在江苏等省市建设的征信平台，是否是各省、市的普遍性

需求，公司在其中具体做什么，主要服务于哪些群体？  

答：国家在后续的政务数据共享和征信服务中，需要将各省市的数据进行汇总、抽取

和应用，所以各省、市有必要建立征信平台。企业在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数据留存很

分散，需要进行汇总和分析。各省、市建立的征信平台，首先用于政府各部门对企业

和个人的信用评估和服务支持，未来也将逐步向社会开放，进行数据共享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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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司发布的《关于终止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布

局有哪些影响，是否会对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产生影响？ 

答：2015年，公司拟以 29.05元每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神州数码软件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计划不超过 150,188.50万元。后因外部原

因，公司决定终止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尽管外部融资受到一定影响，公司依然

坚持战略方向，围绕核心能力持续研发投入。未来，随着公司“IT+”战略的发展，会

考虑多种方式的融资。公司的业务创新点和增长点较多，未来运营和发展会有一定的

资金需求。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扎扎实实推

进战略业务发展，持续提高盈利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从而回报广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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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