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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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桥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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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1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丛丰森

王思邈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后海大道 2388
号怡化金融科技大厦 24 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后海大道 2388 号
怡化金融科技大厦 24 层

电话

0755-26551650

0755-26551650

电子信箱

keybridge@keybridge.com.cn

wsmiao@keybridg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作为专业从事专网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业务的服务商，主要为能源、交通等行业提供信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包括相
关软硬件产品的研发、制造与服务，产品覆盖工业统一通信、工业统一监测与工业智能感知三大类产品线。由于能源、交通
等行业本身处于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地位，其安全可靠的运行事关国家安全，国家对其生产过程的信息化、自动化改造投入
大量资金，使其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专网通信对于能源、交通等行业而言属于最基础的保障和支撑系统，
随着能源、交通行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专网通信系统在促进安全生产、提高工业效率、转变经营方式、建设“智能
电网”和“智慧交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行业对专网通信系统的投资比例和投资总额都在不断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在继续走专网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之路，整合新老资源，发扬公司专业方案、优质服务、量身定制这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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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成立了智慧城市事业部，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投资和合作有效拓展了大数据领域和金融领域的业务，
进行了产业升级和产融结合的探索。公司通过多年努力，形成了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树立了良好
的品牌形象，初步实现了跨地区、多行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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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701,812,884.36

848,498,014.51

-17.29%

517,561,460.54

2,541,486.64

23,139,733.68

-89.02%

19,014,808.93

-62,543,418.16

18,852,387.99

-431.75%

-1,305,357.15

9,527,191.59

366,502,057.66

-97.40%

293,311,479.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5

0.0589

-88.96%

0.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5

0.0589

-88.96%

0.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2.70%

-2.40%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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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2,094,835,258.75

1,960,432,172.67

6.86%

1,913,803,936.55

857,479,601.79

857,560,501.83

-0.01%

830,077,458.5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52,395,333.57

142,952,706.41

144,155,485.33

262,309,35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2,820.36

-8,491,705.35

-20,685,949.77

28,976,32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0,768.01

-11,690,585.24

-20,674,024.15

-31,359,57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10,024.91

-127,363,281.25

-108,957,349.00

9,527,1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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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26,058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6,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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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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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19.84%

78,000,00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78,000,000 质押

黄喜胜

境内自然人

7.30%

28,692,110

0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0%

23,990,806

0 质押

王雁铭

境内自然人

5.00%

19,656,000

0

叶春华

境内自然人

3.93%

15,441,620

0 质押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社会责任混合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

5,999,904

0

胡兰

1.09%

4,295,57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 其他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

4,000,000

0

李春辉

境内自然人

0.92%

3,605,921

0

陈南京

境内自然人

0.91%

3,594,256

0

境内自然人

数量
72,260,000

23,990,800

8,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胡兰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132,67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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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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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公司在巩固原有市场，维系现有客户的同时，加大对新市场、新客户的拓展，在电力行业领域开拓了新疆市
场，并先后引入了北斗、同步时钟、输电线路巡线机器人等新产品，为公司业务拓展开辟新思路；在轨道交通行业领域成功
打入江西市场，中标金额约1.43亿元。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产业升级和产融结合的发展战略，成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联
盟、智慧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前期参与发起设立的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获中国保
监会筹建批复，通过共青城正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对无锡天脉聚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提升了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
2016年度，国内宏观经济趋势依旧严峻，受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局部市场竞争加剧，销售价格下滑；同时，为扩大市
场份额，抢占新市场，出于市场战略的需要，会影响公司短期的毛利率水平。受上述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影响，公
司整体毛利率及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有所下降。此外，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多处于建设期和投入期，大部分项目尚未产生收益。
上述原因共同导致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181.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29%；实现利润总额635.0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4.7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4.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9.02%。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209,483.53万元，较期初增
长6.86%；归属于上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5,747.96万元，较期初下降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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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交通工程系统集成

440,502,532.84

37,202,180.73

8.45%

2.52%

-36.00%

-37.58%

专网通讯解决方案

261,310,351.52

57,409,397.83

21.97%

-37.61%

-46.63%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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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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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701,812,884.36

848,498,014.51

-17.29%

营业成本

607,201,305.80

682,796,720.16

-11.07%

销售费用

37,957,295.40

38,721,169.69

-1.97%

管理费用

85,593,686.94

62,353,281.07

37.27%

财务费用

26,575,368.05

36,901,241.41

-27.98%

投资收益

76,056,181.81

8,447,527.13

800.34%

研发费用

26,613,467.69

12,290,080.75

116.54%

9,527,191.59

366,502,057.66

-9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701,812,884.36元，同比下降17.29%，主要系本年度销售业绩有所下降，去年同期出售部分存
货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607,201,305.80元，同比下降11.07%，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导致营业成本相应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85,593,686.94元，同比增长37.27%，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增加、键桥软件园折旧
增加、定向增发、收购项目支付的中介费用增加及公司办公楼租金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26,575,368.05元，同比下降27.98%，主要系公司融资成本降低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76,056,181.81元，同比增长800.34%，系公司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收益5,093,768.73
元，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投资收益70,962,413.08元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26,613,467.69元，同比增长116.54%，主要系公司加大了对研发项目的投入，本期用于研发项
目的材料费及人员等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527,191.59元，同比减少97.4%。主要系去年同期转让部分应收账款、部
分其他应收账及部分存货收到较多现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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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6年5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
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公司按照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前，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在“管理
费用”核算，在利润表中“管理费用”列示。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在“营业税金及附加”核算，在利
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列示。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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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
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
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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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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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当期损益，也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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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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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税金及附加6,821,470.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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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1,703,252.10元，调减管理
使用税、印花税、提围费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
费用本年金额1,703,252.10元。
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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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新增子公司 3 家，其中，新入伙合伙企业 2 家，即共青城正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顺联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设子公司 1 家，即深圳网信大数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本年减少子公司 2 家，①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6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键桥菁英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全资
子公司深圳键桥菁英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 29,852.8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键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②公司原持有嘉兴
德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德玖”）66.4452%财产份额并纳入合并报表；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嘉兴德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财产份额的议案》，公司将持
有的嘉兴德玖 33.2226%的财产份额以 2,000 万元价格转让给段玉梅。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
公司持有嘉兴德玖 33.2226%
的财产份额，嘉兴德玖成为公司的合营企业；
3、本年转让合营企业 1 家，即天津九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彬
201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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