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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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电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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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5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斌

王英

电话

020-62878517

020-62878900

传真

020-62878517

020-62878517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rgbanking.com

securities@grgban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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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789,776.16

1,355,706,183.48

2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6,447,097.31

345,136,289.39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9,387,241.68

308,986,630.04

3.37%

-413,395,175.28

-705,697,473.08

4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6

-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6

-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4%

8.16%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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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0,308,460,650.48

7,700,178,135.23

33.87%

7,773,155,291.60

4,509,953,569.97

72.36%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471 户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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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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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境内非国有法人
员工持股计划

4.03%

65,295,000

65,295,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58,528,099

0

0

梅州敬基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35,534,556

0

0

赵友永

境内自然人

1.98%

32,125,983

32,125,9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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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29,826,127

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
境内非国有法人
证券投资基金

1.08%

17,564,701

0

0

曾文

境内自然人

0.73%

11,820,567

8,865,424

0

叶子瑜

境内自然人

0.65%

10,483,960

7,862,969

0

0.64%

10,429,438

0

0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境外法人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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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股
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友永先生因工
作变动原因，已于 2016 年 6 月辞去广电运通的董事、董
事长和无线电集团的董事长职务），第 8 名股东曾文先
生为公司董事，第 9 名股东叶子瑜先生为公司董事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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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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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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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基于对环境变化的研判、分析，公司将业务划分为传统、服务、拓展三大领域。其中：传统领域包括国内 ATM 销售业务、
海外业务和产品制造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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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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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创新变革，产融互动，构建持续领先格局”的年度发展主题，一方面以“行业同心多元
化”战略为牵引，对传统主业坚持清晰的战略布局，发挥核心竞争力与成本优势，提升市场份额，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以金融服务需求为导向，通过资本运作、并购、投资孵化创新项目等形式，实现产业链全面扩张与资本有效增值。
公司通过调整营销策略，继续推进新产品开发，积极开拓创新业务，加快产业链投资扩张布局，整体经营持续稳定增长。
1、传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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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TM国内市场上，随着互联网金融及移动支付迅猛发展，银行业压力急剧增大，ATM市场需求增速持续放缓；国产厂商
逐渐成长为竞争主体，竞争手段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增强，产品价格竞争激烈，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报告期公司ATM国内市
场合同订单同比有所下滑，公司面临的经营压力加大。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进一步强化主动营销策略，强势提升
ATM市场占有率，扩大规模优势，报告期公司新增银行客户15家；自助设备继续保持中行、交行、邮政、华夏、浦发、中
信等总行项目的入围；首次入围兴业银行；中信、华夏等银行订单增速明显。
在ATM海外市场上，运通国际以“点面结合，精耕细作；拓宽思维，勇创新高”的国际市场总体思路，重点建设区域运
作体系，大力加强本地化服务建设、服务支持平台建设与服务管理平台建设，推动了海外业务的稳健增长。报告期内，海外
各项业务持续稳步推进，其中，美洲区、亚太区、中东区以及OEM市场合同订单增长显著。ATM在美国、越南、孟加拉、新加
坡、土耳其、伊朗、沙特、古巴、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获得批量订单；VTM、高速现金存款机、清分机在海外推
广、销售良好。2016年6月，公司成为欧洲央行的合作伙伴，将为新版50欧元提供钞票识别技术服务。
2、服务领域
公司服务业已形成以广州银通为主体，广州安保投资公司和深圳银通为两个二级子公司的ATM外包服务体系。在广州银
通的统筹指导下，广州安保投资公司主要致力于全国武装押运公司的投资，深圳银通及其子公司主要致力于公司设备维保等
ATM外包服务业务的全国布局及发展，从而系统地推动公司ATM外包服务业务在全国的整体布局及持续性发展。
在金融维保服务市场上，报告期，深圳银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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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重提升客户体验，中、建、交大行开机率继续保持前三，完成湖南、山东、华西北P-AOC项目验收，以及浙江P-AOC项目立
项。报告期，深圳银通新增服务站30个，服务站总数达839个，设备维护收入稳定增长。
在金融外包服务市场上，随着网点转型的不断推进，金融外包服务发展迅速。报告期内，深圳银通共开展外包服务项目
169个，金融外包服务设备总量达到6,600多台；中标成都建行清机项目，实现安徽和江西两省金融外包市场零的突破。广州
穗通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服务客户23家，累计承接金融外包服务设备4,300多台，已接入9家银行ATM状态监控。
在金融武装押运市场上，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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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现金外包业务与武装押运业务融合，武装押运业务拓展顺利。报告期内，新增武装押运公司3家（榆林神鹰、新余保安、
文山金盾），拥有押运车900多台，服务客户达19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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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拓展领域
在创新业务市场上，远程视频柜员机（VTM）的推广进一步深化，销售业绩快速增长，报告期签订合同4,000多万元；
i58在河北农信实现大批量销售；P2800、H38N中标山东邮储；存折取款机中标云南邮储；便携发卡机在交行实现批量应用；
STM产品进入推广阶段。此外，公司正式发布生物特征身份认证平台2.0，能够基于人脸识别、指静脉识别、虹膜识别及声纹
识别等多种生物特征识别算法进行多重身份认证。
在清分机市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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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清分机系列产品入围中标情况良好。清分机设备入围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中标深圳农商银
行、天津银行、珠海农商行及浙江农信等地方性银行。冠字号软件系统中标河北农信、保定银行、张家港农商行等客户；清
分流水线产品进入邮政邮储系统使用；银行库房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分别中标天津农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等客户。
在轨道交通市场上，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动售检票设备和模块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广州、深圳、南京、西安、武汉、长沙
等40多条地铁线路及20多条高铁线路，在纸币识别、纸币找零、票卡发售和票卡回收等核心模块方面，公司已经成为国内主
流供应商，并已向国外市场批量出口。为推进公司AFC业务的进一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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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巩固地铁、高铁市场，积极拓展零售市场，新签合同额达9,000多万元，销售业绩快速增长。
在其他市场，深圳创自持续推进电动读卡器、纸币识别器等产品技术研发工作，积极推动建行、移动、联通、银联等项
目，重点跟进俄罗斯、新加坡、土耳其、保加利亚、印度市场订单，合同量保持稳定增长。运通信息报告期签订合同4,000
多万元，其中，与广东聚宜购签订合作框架合同，共同开发泛金融智能家居自助终端。
出于通过资本纽带推动产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后购买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的神州控股（股票代码“00861.HK”）的普通股股票，截至2016年8月15日收盘共持有神州控股224,096,000股普通股，
占神州控股已发行普通股总股份1,176,536,581股的19.05%。公司本次投资是对神州控股业务发展模式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
和看好，未来将积极寻求与神州控股在产业上深入合作，实现协同共赢。
4、专利及资质荣誉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专利申请 201 项，新增专利授权 69 件，新增软件著作权 4 个；荣获“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杆
企业”、“广东最佳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五十强企业”、“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最佳董事会”、“腾讯济安上市公司钻石奖”等多项荣誉和资质。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167,278.98万元，同比增长23.39%；实现利润总额44,740.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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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12.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644.71万元，同比增长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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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末相比本期合并范围新增单位6家，具体为：公司孙公司广州广电银通安保投资有限公司并购西安金盾押运有限
公司、海南警锐押运护卫有限公司、榆林市神鹰护卫有限责任公司、新余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文山州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
责任公司5家公司，公司新设1家全资子公司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16
年半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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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子瑜
2016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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