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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电运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15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斌

王英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9、11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9、11 号

电话

020-62878517

020-62878900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rgbanking.com

securities@grgbanki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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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949,900.27

1,672,789,776.16

-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2,262,330.63

356,447,097.31

4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9,147,430.64

319,387,241.68

-62.69%

-589,670,783.65

-413,395,175.28

-42.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5

4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5

4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6%

5.74%

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49,281,488.47

11,906,552,263.09

0.36%

8,610,052,499.96

8,375,556,541.14

2.8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2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国有法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52.52%

1,275,770,169

313,402,500

0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4.03%

97,942,500

97,942,500

0

梅州敬基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53,271,834

0

0

赵友永

境内自然人

1.47%

35,629,488

兴业证券－兴业－兴业证券金麒麟 5 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1%

26,963,159

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全球视野
境内非国有法人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97%

23,450,000

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94%

22,720,000

0

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
境内非国有法人
证券投资基金

0.77%

18,700,000

0

0

曾文

境内自然人

0.73%

17,730,851

13,298,136

0

叶子瑜

境内自然人

0.65%

15,725,940

11,794,453

0

24,094,488 质押

11,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 2 名股东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第 4 名股东赵友永先生原为公司及公司第一大股东无线电集团
的董事长（赵友永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已于 2016 年 6 月辞
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和无线电集团董事长职务），第 9 名股东
曾文先生为公司董事，第 10 名股东叶子瑜先生为公司代理董
事长兼总经理，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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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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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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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银行业的创新变革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现金使用量缩减、“互联网+金融”的新技术普及应用等发展趋
势日益明显。面对新常态，公司围绕“固本拓新•资本助力，全球竞合•发展共赢”年度经营主题，重点推进国内市场大行入围，
加快实施全球本地化策略，稳步推进新一代ATM产品切换，积极开拓新业务新模式，探索业务战略转型，各项经营管理活
动有序推进。
1、传统领域
在ATM国内市场上，金融改革持续、移动支付迅猛发展，传统银行变革转型广泛开展，ATM市场持续下滑。面对如此
严峻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公司多方向、多渠道拓展传统市场空间，报告期，ATM中标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广州/武汉农
商行等，并首次入围工行，基本实现大行的全线入围；另一方面，紧跟市场需求，全力推进智能设备在网点转型解决方案中
的应用。报告期，公司ATM国内市场合同订单同比有所上升。
在ATM海外市场上，公司加大重点区域资源投入，在重点市场建立服务团队，构建多层次服务模式；营销、研发协同，
完善技术支持体系建设；遵循“本地化管理”原则，升级总部技术支持、服务、管理支撑平台。报告期，公司海外市场继续保
持较好的增长态势。其中，中东、OEM等市场增长明显，在肯尼亚、缅甸等国家和地区获得批量订单。
2、服务领域
目前，公司已形成以广州银通作为金融服务业主体，以深圳银通为传统维保业务平台，以广电安保投资公司为金融外包
业务主要平台，且与发展战略吻合的服务业架构。
在金融维保服务市场上，公司在稳固自主品牌设备维保业务及保障中、建、交等大行开机率的基础上，重点开拓多品牌
及非现金自助设备维保等新业务，报告期内新签合同同比有所上升。截至2017年6月底，深圳银通新增服务站10个，服务站
总数达877个；全功能ATM监控调度指挥中心P-AOC逐步实现全省银行机构ATM的“集中监控、集中受理、集中调度、集中
管理”，深圳银通共建立11个P-AOC，服务范围覆盖25个省份，有效的提高了ATM维保效率；多品牌维保设备市场推广良好；
新设成立控股子公司平云小匠，作为公司非现金自助设备维保业务的拓展平台，推动公司维保业务由单一的“现金类”自助设
备维保向“现金类+非现金类”自助设备维保全面发展。
在金融外包服务市场上，公司目前开展现金外包及“非现”外包两块业务。在现金外包业务方面，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累
计承接外包服务设备18,000多台，其中：公司开展金融外包服务的14家子公司报告期新签订外包服务设备3,000多台，累计承
接外包服务设备13,000多台，金融外包业务共覆盖90多个城市；广州穗通上半年累计承接外包服务设备近5,000台，新增广发
银行、交通银行两家全外包业务客户，并与东莞通莞公司签订了银合联盟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探索ATM共享服务模式，持
续推进服务产品研发，提升服务核心竞争力。在“非现”外包业务方面，汇通金融中标陕西中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华夏
银行、渤海银行、苏州银行等传统语音类外包业务，积极探索贵金属电销等创新业务合作。
在金融武装押运市场上，广电安保投资公司继续推进全国武装押运业务拓展，重点提升安保押运业务集团化管控水平，
推动既有押运子公司开展现金外包业务以及安防业务，提升服务价值，武装押运业务拓展顺利。报告期，公司新增武装押运
公司4家，分别是：黄石金通、保山安邦、鹤壁鹏翔、湖北融信，押运业务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3、拓展领域
在清分机市场上，受银行选型周期延后采购、部分银行产品布放趋于饱和、新金融环境下现金业务减少等因素的影响，
清分机市场仍处于波谷，银行采购量持续缩减。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子公司中智融通以总行入围为主要工作目标，重点突
破大行，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报告期，二/三/四/六/八口清分机首次入围工行；二/三口清分机首次入围中行；清分机系列
产品在建行、交行等国有银行及广发、中信、民生、浦发等股份制银行销售良好。
在轨道交通市场上，随着相关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轨道交通业务需求持续增长。运通智能作为公司AFC业务独立
运作平台保持了快速增长，报告期，新签合同1.4亿元。其中，票卡发售及回收/纸硬币等设备与模块中标武汉、济南、无锡、
上海等地铁项目。此外，公司积极拥抱互联网，报告期中标深圳地铁互联网+AFC云管理平台项目。
在创新业务市场上，公司重点围绕银行网点创新需求，推进交行、浦发、华夏等国内总行级项目以及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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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开展。公司上半年全面推出新一代V系列ATM和CRS产品并于7月起批量销售，新一代机型钞箱容量更大，维护时间
更短，且具有远程自动清机功能等优点，更能适应市场需求。公司与南航、百度三方联合建设了国内首个“人脸识别智能化
登机系统”，集成了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技术、智能化安检辅助手段和安全高效的自助登机设备，实现了App装载、安检和登
机全流程人脸识别，快速完成旅客身份的验证和识别。公司研发的共享VTM设备结合了互联网技术和智能终端硬件技术，
打造多方共赢的“信息-服务-消费”生活经济圈，全天候24小时内均可以办理泛金融、律师咨询、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等综合
业务。公司目前研制的STM（超级柜台）、指静脉售货机、云购票机等智能化设备支持受理非接触、生物识别、二维码扫
描等一种或多种支付方式，未来还将不断推出市场所需的创新产品。子公司创自技术重点开拓国内通信、能源行业市场，推
进海外博彩行业读卡器业务拓展，报告期合同订单同比保持增长，STAR云顶赌船业务获得批量订单。子公司运通信息从事
金融IT 外包业务，重点推进南航、广发银行、顺德农商行、甘肃银行、中英人寿、国资监管系统等项目的运作，报告期内
签订合同5,000多万元，保持稳步增长。子公司广电汇通作为智能平台运营商和云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重点推进华瑞银行、
温州银行、政务中介、轻创等项目实施，业务有所突破。
4、资质荣誉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2017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五十强企业（第36位）”、“2017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
争力百强企业称号（第35位）”、“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等荣誉和资质。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保持平稳，实现营业总收入152,994.99万元，同比减少8.54%；实现利润总额67,269.95万元，同
比增长50.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226.23万元，同比增长49.32%。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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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将利润表中的“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其他收益”项目。

审批程序
董事会批准

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1月1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准则进
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损益，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

备注
“营业外收入”和“其他收益”
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

董事会批准

调整。

“营业外收入”重分类到“其他收益”
项目的金额为78,241,779.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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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增合并单位 8 家，原因为：新设立 1 家全资孙公司- GRG Equipment (Singapore) Pte. Ltd，新设立 4 家控
股孙公司-广州平云小匠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卓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黄石金通智慧金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湖北银通
卓越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并购 3 家控股孙公司-保山安邦武装守护押运有限责任公司、鹤壁市鹏翔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黄石
市金安押运护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子瑜
2017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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