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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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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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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19,257,1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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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9、11 号
9、11 号

电话

020-62878517

020-62878900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rgbanking.com

securities@grgbank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定位“高端制造+高端服务”双轮驱动，产品及服务覆盖金融电子、轨道交通两大领域，是一家以银行自动柜员机
（ATM）、远程智慧银行（VTM）、清分机、智能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AFC）等自助设备产业为核心，融合自助设备维
保服务、金融外包服务、金融武装押运业务三大服务业，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
2016 年，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如下变化：在经济政策方面，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国家
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陆续出台系列国企改革新政策。在行业环境方面，银行业利润下滑，加速了渠道变革和业务外包；金
融科技企业蓬勃发展，全面冲击银行业；全球 ATM 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但国内市场需求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在技术
环境方面，移动支付日趋成熟并广泛使用，对现金流通领域产生较大冲击。总体上说，中国传统 ATM 需求增速放缓，而金
融服务外包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公司也进入了关键的战略转型期，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通过不断深化传
统领域、服务领域及拓展领域三大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各项业务的不断发展。
1、传统领域，包括国内 ATM 销售业务、海外业务和产品制造业务。传统领域的使命和任务是持续提升公司 ATM 制造

1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业的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为其他领域的拓展、扩张提供强大支撑；
2、服务领域，包括自助设备维保业务、金融武装押运业务以及金融外包服务业务。服务领域的使命和任务是加速外延
扩张和战略布局，尽快成长为公司核心业务和主要利润来源；
3、拓展领域，包括以研究院为孵化平台的创新业务、清分机业务、AFC 业务、金融 IT 外包业务、环保业务等。拓展
领域的使命是探索公司发展方向，以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战略合作手段培育、推进未来业务，以资本运作手段提升企
业价值。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货币处理设备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 ATM 自 2008 年以来连续九年在国内市场销售量保持第
一，是我国同行业中经营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的 ATM 民族品牌供应商；为全球真正掌握 ATM 核心现金循环技术的少
数几家企业之一，在全球 ATM 市场位居前五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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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4,423,649,958.72

3,972,941,256.17

11.34%

3,151,910,13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3,972,144.65

898,465,097.07

-6.07%

807,445,12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1,522,102.29

824,279,182.99

-11.25%

722,976,703.41

1,111,840,827.75

857,574,817.93

29.65%

1,108,639,12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67

-19.40%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67

-19.40%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2%

20.98%

-9.16%

2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11,906,552,263.09

7,700,178,135.23

54.63%

6,644,312,951.94

8,375,556,541.14

4,509,953,569.97

85.71%

4,147,283,509.0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27,909,182.77

844,880,593.39

926,383,726.73

1,824,476,45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859,694.43

177,587,402.88

150,578,875.99

336,946,17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284,807.55

152,102,434.13

112,824,686.51

299,310,17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556,877.99

-21,838,297.29

134,711,580.58

1,390,524,422.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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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38,492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2,561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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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52.52%

850,513,446

208,9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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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95,000

65,295,000

0

梅州敬基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35,514,556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

34,308,099

0

0

赵友永

境内自然人

1.98%

32,125,983

16,062,992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人分红-018L-FH002 深

1.81%

29,28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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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19,24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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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8,43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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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

12,000,000

0

0

曾文

境内自然人

0.73%

11,820,567

8,865,4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第 2 名股东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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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股东曾文先生为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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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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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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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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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公司紧紧围绕“创新变革•产融互动，构建持续领先格局”的年度经营主题，积极应对国内 ATM 市场需求缩减、
价格下滑等不利因素，深入挖掘传统领域竞争优势，加快推进服务领域外延扩张，积极探索拓展领域机会，搭建多层次投资
平台，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稳步开展。
1、传统领域
在 ATM 国内市场上，2016 年，在国家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下，移动支付技术
日趋成熟并广泛使用，全面冲击银行业，国内 ATM 市场需求量缩减；国产厂商成为行业竞争主体，行业竞争激烈，产品价
格持续下滑；报告期公司新签合同订单同比有所下降，公司面临的经营压力增大。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进一步强
化主动营销战略，扩大规模优势，首次入围兴业银行总行，新增银行客户 71 家，2016 年公司 ATM 市场销售量连续第九年
位居第一。此外，公司紧跟市场需求，不断加大非现金产品、助农产品等的拓展，积极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在 ATM 海外市场上，通过重点建设区域运作体系，大力加强本地化服务建设、服务支持平台建设及服务管理平台建设，
海外业务形成多点并进的态势，2016 年业绩获得快速增长。其中：欧洲区、OEM 增长显著；土耳其市场实现恢复性增长，
全年签订合同 1.5 亿元；俄罗斯市场取得批量突破，全年签订合同 3,000 多万元；OEM 在意大利、新加坡市场获得突破，循
环机芯销售超 1,000 台；清分机的销售在多地区有效推进；VTM 在亚太区的销售保持良好态势；P 系列产品在中东区保持稳
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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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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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虽受银行降本增效等因素影响，维保业务价格有所下滑，但公司继续推进精细化管
理，重点保障大行开机率，大力推进 P-AOC 建设和数据直连，优化质量追溯机制，维保业务仍保持了稳步增长。截止 2016
年底，公司新增服务站 58 个，服务站总数达 867 个；中、建、交大行开机率继续保持前三；11 个 P-AOC 上线，覆盖设备
12 万台，实现 49 家省行与 AOC 对接报修，软件远程升级扩展至维保在用设备总量的 90%以上；新增多品牌维保设备 5,000
多台，接管海南农信全设备维保业务，中标华兴银行、温州邮政、昆明广发等银行，多品牌维保业务发展迅速。此外，公司
还在金融、交通、影院、电信、电力等行业拓展非银行设备维保业务。
在金融外包服务市场上，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承接外包服务设备近 15,000 台，其中：公司开展金融外包服务的 12 家
子公司全年新签订外包服务设备 3,000 多台，累计承接外包服务设备 10,000 多台，突破了安徽、江西、贵州、重庆 4 个空白
市场，金融外包业务共覆盖 90 多个城市；广州穗通累计承接外包服务设备 4,500 多台，分别与广东建行、广东华兴银行、
华润银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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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金库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在招行、浦发等客户上线应用。
在金融武装押运市场上，公司以中小项目为切入点，以点带面突破重点城市，2016 年新投资武装押运公司 9 家，分别
是：榆林神鹰、新余保安、文山金盾、阿帕奇押运、阿帕奇保安、蓝盾安保、通辽威远、资阳保安及中山保安，金融武装押
运业务的全国布局实现快速增长。此外，公司积极推进押运跨区经营许可事项，同时在两个省会城市以合资合作方式推进押
运牌照申请，积极尝试突破中心城市押运收购壁垒，寻求押运业务扩张新思路。
2016 年 3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工作，募集资金 31.37 亿元，发行股票数量 18,282 万股，其中：控
股股东无线电集团认购 13,929 万股，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认购 4,353 万股，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全国金融外包服务平台和补充流
动资金，充足的资金为后续公司金融外包服务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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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拓展领域
在轨道交通市场上，报告期，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运通智能，作为 AFC 业务独立运作平台，继续秉承整机与核心模块
并行销售的策略，同时不断推进 AFC 产品核心模块在其他应用领域的销售，持续巩固地铁、高铁市场，积极拓展零售市场，
形成多头并增的态势，2016 年度新签合同额近 3 亿元，销售业绩实现快速增长。地铁市场上，纸币循环、纸币识别模块首
次实现单条线路突破，分别中标长沙地铁四号线、南宁地铁二号线；积极参与地铁标准化建设，中标北京地铁标准化软件二
期项目；互联网售检票设备在广州、深圳等 6 个城市实现上线运营。高铁市场上，纸币识别模块与找零模块获得批量订单，
新推出的非现金和取票机获得小批量销售。海外市场上，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泰国等地有所突破。终端模块
销售快速发展，与佳友通签订 5,000 台合同。系统集成业务持续巩固影院、景区等重点市场，业绩平稳增长。
在清分机市场上，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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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减压等因素的影响，清分机市场整体采购规模持续下降，新竞争对手不断涌入，行业竞争激烈，产品价格持续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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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点突破大行，全面提升清分机业务市场竞争力”为指
引，不断加强清分机市场销售力度，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清分机系列产品入围中标情况良好：公司清分机大行入
围取得重大突破，其中，一/二/四口清分机首次入围交行；二/四口清分机入围建行；一/四口清分机入围光大银行；一/二/四
口清分机、清分扎把一体机入围民生银行；新增客户 320 个。同时，公司加大软件与系统集成产品、清分中心整体解决方案、
贵金属管家、营运机具等产品的推广，努力构建新的业务增长点。
在创新业务市场上，VTM 全年新增 13 家客户，入围汇丰银行、新加坡 DBS、越南 TPBank、台湾中国信托等；P 系列
产品入围邮政储蓄银行，在建设银行、天津农行、张家口商行、广东中石油批量上线；STM1000 入围华夏银行、邮政储蓄
银行；硬币兑换机入围广发银行；P5800L 获得墨西哥 300 台批量订单；非现金产品在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总行
中标。i58 实现批量生产与使用，全年发货量突破 1,000 台，实现在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河北农信、湖北农信等共计 2 家
国有银行、6 家省级农信、7 家城商及村镇行的测试/上线；获得印尼、台湾、保加利亚、科威特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试点项目。
此外，公司积极参与 20 多家银行的网点转型项目，提供项目方案及咨询服务。全资子公司运通信息成功立足于金融 IT 外包
市场，全年签订合同 1 亿多元。
4、资质荣誉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金融智能终端系统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2016
年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五十强企业”、“2016 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
“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五十强”、“2016 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等多项荣誉和资质。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保持平稳，实现营业总收入442,365.00万元，同比增长11.34%；实现利润总额100,249.09万元，
同比下降4.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397.21万元，同比下降6.07%。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货币自动处
2,509,172,145.96 1,187,542,093.59
理设备

47.33%

-1.27%

-10.46%

-4.86%

其中：ATM

48.86%

0.07%

-10.42%

-5.72%

AFC

2,291,440,085.78 1,119,597,136.33
86,683,613.45

27,649,889.96

31.90%

11.54%

-12.40%

-8.71%

131,048,446.73

40,295,067.30

30.75%

-24.68%

-10.34%

4.92%

（2）设备配件

392,990,108.30

215,622,253.18

54.87%

-5.87%

-5.68%

0.11%

（3）ATM 营运

37,144,983.37

7,711,303.51

20.76%

-12.80%

-48.29%

-14.25%

清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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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维护及
1,306,998,254.31
服务
（5）其他
合

计

598,364,981.28

45.78%

47.70%

29.34%

-6.50%

69,592,737.73

39.24%

105.31%

69.27%

-8.36%

4,423,649,958.72 2,078,833,369.29

46.99%

11.34%

0.25%

-5.20%

177,344,466.7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
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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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增值税会计处理，促进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和《增值税会计处理
规定》，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公司
会计政策是根据财会[2016]2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进行损益科目间的调整，不影响损益，
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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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9,465,578.49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元，调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9,465,578.49 元。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

调增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0.00 元，调增

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0.00 元，调减应交税

（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费期末余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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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相比本年度新增合并单位 17 家，减少合并单位 1 家，原因为：新设立 4 家全资子、孙公司-运通智能、汇通香
港、商洛慧金、安徽汇通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并购 1 家控股子公司-汇通金融，并购 12 家孙公司的控股子、孙公司-西
安金盾、海南警锐、榆林神鹰、新余保安、文山金盾、阿帕奇押运、阿帕奇保安、蓝盾安保、资阳保安、平顶山鹰翔、通辽
威远、资阳市卓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1 家孙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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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代董事长）：叶子瑜
2017 年 4 月 6 日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