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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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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神州数码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034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继业

电话

010-82705411

传真

010-82705651

电子信箱

dcg-ir@digitalchina.com

证券事务代表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710,253,508.19

209,671,336.10

5,485.05%

251,836,666.75

22,772,570.59

1,005.88%

55,049,337.45

-15,841,056.52

447.51%

183,214,144.52

-25,353,442.66

822.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35

0.064

608.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35

0.064

608.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1%

11.40%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6,291,523,363.59

448,008,298.67

3,536.43%

2,485,649,922.67

186,999,858.89

1,229.23%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82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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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郭为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23.66%

154,777,803

154,777,803 质押

95,184,000

11.97%

78,306,968

质押

78,300,000

9.88%

64,603,000

64,603,000 质押

64,603,000

中信建投基金
－中信证券－
中信建投基金 其他
定增 1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4.53%

29,609,700

29,609,700

王廷月

4.12%

26,917,900

26,917,900 质押

26,917,900

深圳市宝安建
设投资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4.02%

26,261,759

深圳泰丰电子
有限公司破产 境内非国有法
企业财产处置 人
专用账户

2.74%

17,901,671

17,901,671 冻结

17,901,671

钱学宁

2.06%

13,459,000

13,459,000 质押

9,900,000

重庆润江基础
境内非国有法
设施投资有限
人
公司

1.79%

11,702,704

张明

1.03%

6,729,500

中国希格玛有 境内非国有法
限公司
人
王晓岩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6,729,500

王晓岩先生与中国希格玛公司之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的规定存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联关系。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 16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郭为先生
的说明
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郭为

变更日期

2016 年 03 月 0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借壳上市）暨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
书 》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6 年 03 月 01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郭为

变更日期

2016 年 03 月 0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借壳上市）暨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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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之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
书 》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6 年 03 月 01 日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尽职尽责、高效实施，合理规划、按照公司章程行使各项职能，贯彻
落实董事会、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公司全体上下员工共同努力，顺利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神州控股消
费电子分销业务和企业IT产品分销业务，出售原子公司盈利较弱资产，更名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的发展带来新的起点、新的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巨大改变，新增盈利能力较强的IT分销业务，成为中国最大的、涉
及领域最广的IT领域分销商，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渠道覆盖、加强与国际知名厂商的合作，维持和巩固
公司在IT分销领域国内市场第一的地位、并借助资本的力量，加大在云计算、自主可控、B2B等全新
战略业务领域的全面布局，持续推动集团全新的战略转型，进一步促进自身业务优化，不断增强企业
盈利能力与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1,025.35万元，同比增长5485.0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83.67万元，同比增加1005.88%；基本每股收益0.4535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1,629,152.34
万元， 较上年度末上升3536.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248,564.99万元，较上年度末增加1229.23%；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4.61%， 较上年同期提升了3.21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3.8元，较上年同期提
升了616.98%。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全新业务与战略，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消费电子分销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18亿元，毛利率3.82%。在传统IT产品需求下滑，渠道格局调整
的背景下，公司充分利用多年积累的线上与线下全渠道、物流、技术资源、资金管理等供应链优势，
有效应对渠道扁平化、部分业务下降的趋势，从而保障公司在消费电子分销领域的销售规模和毛利率
水平。首先，公司向京东商城、国美电器、苏宁易购等重要渠道合作伙伴对分销业务的需求进行服务
优化，加强与线上电商与线下CES卖场的合作，构造并稳定新的下游渠道客户结构。其次，公司将业
务拓展至4-6级等受电商影响较弱但购买力强的城市，从而进一步提高全国渠道的渗透率。再次，公
司继续拓展消费级IT与套件产品，加快在智能硬件VR、AR、智能健康、移动互联等新兴业务领域的布
局。
企业IT产品分销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67亿元，毛利率7.87%。在国家去“IOE”与国产化浪潮的背景下，
首先，公司将企业级业务主动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通过参与介入IT集成商、终端客户的方案设
计、系统安装、日常运维、售后服务等环节，不断提升自身业务的技术含量，加大企业增值服务能力，
拓宽营销合作伙伴渠道，从而增强了客户粘性、保证了领先的厂商市场份额、提升了毛利率水平；其
次，多家海外IT厂商巨头为避免业绩的下滑，纷纷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和布局范围，加强对渠道伙
伴的支持力度，为此公司持续在业务周期与战略部署与其紧密相连，从而保证了企业IT产品分销的销
售规模；再次，公司加大与国产品牌的合作，持续扩大国产品牌收入占比的比例。公司作为华为企业
级全线产品的总代理商，还将加强与华为的合作，包括在产品线、终端业务、服务业务、解决方案等
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司企业IT产品分销业务的增值价值。

战略与创新业务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已启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原有线下分销平台进行升级、改造，未来将陆续推
出B2B商业伙伴合作平台、企业一站式云服务平台、B2C智能产品营销服务平台的三个生态产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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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向企业级用户和个人消费者用户的创新业务模式，聚合全球顶尖供应商及中国最优秀的渠道伙
伴、企业，创造全新的商业价值；在云计算方向，公司已收购北京神州云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云科
信息服务先后与思科、微软、IBM、SoftwareAG等多家IT厂商达成了战略合作，并将依托公司的资源
整合优势，承载公司的登云战略，全方位聚集全球最领先的云产业资源打造企业云服务平台，为企业
增值服务领域创造新的平台价值；在自主可控领域，公司积极布局符合国家自主可控要求的本地化的
技术支持和服务，持续与EMC、 甲骨文、思科等主流IT厂商不断地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上半年，公
司与EMC合作发布神州云科超融合一体机，与NetScout公司签署在技术研发、产品、市场、渠道领域
的战略性合作，以上合作都将为公司在企业IT产品分销业务领域带来业绩增长点。
资本运作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定增方案，拟非公开发行募资不超过4.19亿元，并成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参
加对象包括公司全体员工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中符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条件的员工，总人数
1,466人，其中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10人。该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募集资金将优化资本结构，完善公司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提高员工的
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相关内容。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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