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289

公司简称：亿阳信通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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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阳信通

股票代码
600289

董事会秘书
方圆
010-53877899
010-88140589
bit@boco.com.cn

变更前股票简称

证券事务代表
郭莲花
010-53878686
010-88140589
bit@boco.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2,988,760,049.89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上年度末
末增减(%)
3,004,748,937.95
-0.53

2,021,436,751.14

2,017,372,539.15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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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0.2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72,448,723.87

-141,306,582.24

不适用

626,438,839.23

598,315,226.31

4.70

18,212,279.16

13,251,954.54

37.43

18,055,618.46

13,636,935.35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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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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0.8987

0.6821

增加0.22个百分点

0.0322

0.0234

37.61

0.0322

0.0234

37.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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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29

143,114,064

质押

北京北邮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58

14,620,089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63

9,197,065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37

7,768,900

未知

交通银行－鹏华中国 50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4,570,000

未知

李兴华

境内自
然人

0.64

3,629,811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邮核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3,299,921

未知

王立纬

境内自
然人

0.58

3,263,662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54

3,054,135

未知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其他

0.53

2,999,91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35,442,613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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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行业领域保持平衡发展状态，据工业与信息化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4.9%，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12.3%，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
增长 15.5%。
电信运营商传统主业已接近天花板，市场趋于饱和，不转型将面临巨大业绩下滑压力。在电
信运营商转型过程中，也给公司带来的新的市场机会和市场空间。公司重点投入的智慧城市、大
数据业务、网络安全业务等都有广泛的发展机会。据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2016-2022 年中国
通信大数据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分析认为，通信大数据 2015 年既已完成破局，
2016 年将进入实质性商业阶段。尤其随着十三五期间“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深入推进，通信大数据
市场将迎来飞跃。预计，2016 年通信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将达 342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163%，
其中大数据基础设施占比 60.5%，市场规模将达 207 亿元，大数据软件占比 29.5%，市场规模将达
101 亿元，大数据应用占比 10%，市场规模将达 34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落实“四轮驱动”战略，推动事业部改
革，规划事业部三年发展目标，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64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7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4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4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1、市场格局：
传统通信领域，在完善 4G 网络、强力提升有限宽带等支撑能力上提供业界领先支撑系统的
同时，网络优化日常服务领域已形成规模服务能力；电信大数据分析平台，接连收获运营商集中
性能、客户感知类、数据中心类合同；在此基础上，之前布局的交通视频类大数据、金融征信类
大数据均已找到实际试点。报告期内，公司加入了中关村大数据等产业联盟，与产业内上下游企
业形成了合作联盟关系。智慧城市在新疆五家渠签署新的战略合作协议，大数据智慧城市观测平
台即将发布；信息安全领域完成在大数据安全、工控安全、情报分析等技术储备与研究，开始市
场布局。
传统 OSS 和网优在运营商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夯实，大数据、信息安全以及智慧城市完成技术
储备以及行业和市场布局，将有较好的增长趋势。
通信基础软件与服务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通信运营商传统网管系统优势地位的同时，挖掘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实现了由传统网络管理向业务管理的拓展，接连中标河南移动有线业务网络支撑保障平台项目、
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能运维支撑平台项目，为运营商的网络及业务管理和运营提供
了有利保障。同时，公司积极拓展网优服务领域，上半年接连中标中国移动浙江日常优化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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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网络优化服务项目、中国移动陕西公司第三方优化服务项目、中国移动
吉林公司网络优化服务项目、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昆明分公司网络客户感知问题整治专项等多个项
目，依托于融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网优云平台，有效帮助运营商降低网优成本，
提升网络质量，改善客户语音和数据业务的感知。
此外，公司上半年在供应链和项目管理业务方面，重点探索非电信行业领域，参加海关贸易、
物流园区、机场建设、生产制造企业、广电行业、政府行业等多个领域的项目交流，形成了针对
非电信行业的供应链和项目管理解决方案，为拓展新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数据分析平台及运营领域：
报告期内，借助在大数据领域的技术与经验优势，公司继续在电信行业内扩展行业应用，承
建了中国电信集团移动互联网业务感知分析系统建设项目、宁夏移动集中性能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吉林移动集中性能应用层建设项目。在大数据挖掘分析方面，先后中标陕西和内蒙古移动告警分
析挖掘项目。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中标四川移动企业级大数据中心 O 域数据梳理及建模技术支
持项目。此外，公司还中标四川移动互联网支撑系统工程，开创了新的软件与服务业务模式。
信息安全：
报告期内，亿阳安全在电信行业市场份额逐步增长，安全管控平台、4A 平台、ISMP、SMP、
敏感数据防护、安全态势感知系统、云安全管理系统、电信互联网暴露面识别都有新的进展和项
目机会，此外重点开拓了非电信行业领域，在工业控制安全、威胁情报等领域进行了深度探索并
通过技术储备，形成大数据安全管控、工业控制安全等解决方案和产品，并开始进行市场布局。
IT 基础软件新行业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加强移动省份 BOMC、联通 IT 服务支撑平台市场基础上，将 BOSS 网
管推广到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签约其系统运营管理平台项目；同时向相关行业市场进行拓展，
相继承接了中国银行软件中心测试环境资源管理系统、湖北电力 IT 综合监控系统、南水北调中线
局计算机专网网管系统。未来公司将加强研发投入，做好上述项目，利用公司遍布全国的营销服
务平台，继续开拓出更多的行业市场。
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与安徽移动长期合作的积累，继续承担安徽无线城市平台的运营；公司
与新疆五家渠城投、普天技术联合成立了新疆普天亿阳科技有限公司，将承担五家渠智慧城市的
设计、建设与运营；公司与北京市丰台区统计局签署《北京市丰台区人群流动动态监测系统》合
同，为区政府提供基于移动通信大数据的人口动态监测服务。另外，公司受邀成为中国区域经济
学会智慧城市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未来，公司将与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智慧城市发展专业
委员会共同打造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智库平台，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谋战略之抓手，
从信息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视角，积极为推动“四化融合”和智慧城市发展建言献策。
报告期内，公司在智能交通领域保持稳健发展，已签约项目正按计划实施。报告期内新签约
“吉林省鹤大高速公路靖宇至通化段机电工程 HDJD17 合同段”、
“吉林省交通运输基础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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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高速公路部分系统集成”
、
“湖北省麻竹高速公路随州西段新增浪河互通机电工程施工”
、“黑
龙江省政府采购合同（全省高清视频会议系统设备）
”、“浙江诸永高速 K106 至 K165 隧道监控系
统更新改造工程”等项目，保持了公司在智能交通领域持续增长的趋势。
2、技术创新：
核心技术优势显现，竞争力不断提升，产品化转变取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创新的投入力度，在电信大数据处理、SAAS 云
计算弹性调度研究以及基于云化架构的 OSS 系统研发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其中应用云化架构/
大数据技术的集中故障监控产品获得 TMF Digital World Award Finalist 提名奖，为后续规模建设集
中故障系统、国际化拓展与行业拓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预计在后续的市场推广中将带来新的利润
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在安全业务领域加强大数据安全管控、工控安全、敏感数据防护应用创新的
投入力度，在电信互联网暴露面识别研究以及 APP 接口管控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严格把控互
联网风险入口、大规模提升电信互联网安全攻击的防护能力奠定基础，以形成公司在未来的核心
竞争力和持续增长的能力。
3、战略合作：
公司与北京至信普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针对金融行业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
公司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保持密切合作，与深圳大学在通用物体检测和识别算法，与清华大学
在大数据产品可视化呈现方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与行业组织深入合作，以副理事长单位身份加入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和中国信息通信
数据产业联盟，持续推动大数据行业应用与企业创新合作。
4、管理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推动事业部制改革，强化结果考核，有利于落实经营任务的分解和执行，在
规模化运营过程中实现效益最大化；加强预算管理，优化财务审批流程，严格控制财务风险；进
一步完善 IT 系统与绩效考核手段，加强成本费用控制，费用增长保持在较低水平，公司盈利能力
进一步提升。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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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集团及本集团的 21 个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
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动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五 其他重要事项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取得重大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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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2016 年 5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775 号）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详
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2016 年 5 月 5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临时公告。
（二）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和《亿阳信通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摘要》等相关事项，具体情况简述如下：
公司在筹备、设立与 2015 年度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方略亿阳 3 号基金”过程中，
因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加强管理，对私募基金设立从严审核，审核周期延长，公司拟成立的
“方略亿阳 3 号基金”未能按时获得基金备案函，导致公司在股东大会之后六个月内无法完成购
买股票工作。因此，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终止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同时启动
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以资管方式来完成员工持股计划事项。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代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与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航期货-亿
阳信通 1 号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目前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入公司股票。
公司将积极推进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临时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曲飞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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