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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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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
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900,308,972 股为基数（具体分配时以公
司截止至股权登记日的实际股本总数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4 元人民币现金
红利（含税），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26,043,256.08 元，转增
360,123,589 股。上述现金红利总额、转增股数总额将根据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实
际股本总数进行调整。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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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以 IT 核心设备研发、生产制造为基础，对外提供高端计算机、存储产品及云计
算、大数据综合服务。
（一）行业发展概述
本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同
时高端计算机、存储等 IT 核心设备也是其他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支撑。在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总目标支撑下，本行业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高端计算机等核心设备是
指在网络中承担核心计算、网络服务、中心存储等用途的中心设备，具有高性能、大
存储、高可靠、可扩展、可管理、高安全等特征。由于高端计算机系统具有一定的技
术复杂性和较强的专业性，故高端计算机系统既包括高性能计算机、通用服务器等设
备，也包括围绕高端计算机的平台软件、系统集成与 IT 服务。
目前，高端计算机处理能力不断提升，高端计算机的应用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信息
处理领域，随着数字、文本、图片、声音、视频均先后实现数字化，使得人类全部的
信息交流形式均可以在统一的计算机和网络环境中处理；在科学计算领域，计算仿真
已经成为人类继实验验证、理论研究之后的实现技术创新的第三种范式；在大数据时
代，密集型大数据分析处理也成为推动科学研究和创新的第四种范式。高端计算机在
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端计算机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信息技术的战略制高点，是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实力和综
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高端计算机不仅是国家关键科研项目不可或缺的战略装备，还是
国民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所依赖的关键设备，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和信息
安全。高端计算机也是云计算时代提供计算服务、数据服务、人工智能算力服务所需
的核心设备。伴随着中国技术发展和国际环境变化，本领域竞争明显加剧，甚至出现
了局部对抗趋势。
（二）行业特征
1、区域性特征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中心城
市需求持续旺盛，江浙等经济发达省份和成渝等经济活跃地区的信息化建设需求也很
突出。随着“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城市群”等区域协同
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雄安新区的设立，国家中心城市的进一步扩容，各地区的信息
化建设需求正在进一步扩张中。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并实施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依托的跨越式发展规划，带来了信息化需求的显著增长。例如以贵州为代表的西部
省区，大数据产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龙头，显著地拉动了对信息化产品和技术的
需求。
2、知识密集型特征
本公司所处行业具有知识密集型特征，具体为：

（1）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资源消耗低；
（2）科技人员在职工中所占比重较大，劳动生产率高；
（3）产品技术性能复杂，更新换代迅速。
新一代信息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行业，与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密集的制造
行业不同，需大量专业技术和专业人才支撑，强调技术和人才的作用，强调技术资本
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和人员的专业素
质差异上。
3、资金密集型特征
本公司所处行业从研发投入、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等各个业务环节，都
需要大量资金先期投入，而由于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周期相对较长、上下游结算存在
时间差异，导致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会占用大量营运资金。上述客观情况决定了本行
业具有资金密集型特征。
4、季节性特征
本公司所处行业的销售与结算具有季节性特征。客观上在第四季度业务量及项目验收
工作较多，呈现出较明显的季节性差异。本行业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以及项目的实施
和验收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三）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目前，本公司所处行业竞争的主要企业有联想、浪潮信息、新华三、戴尔等企业。
在通用服务器领域，市场竞争以本公司、联想、浪潮信息等国内品牌竞争为主。
在存储领域，EMC、IBM、NETAPP 等企业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相对较高，国内主要品牌市
场份额提升速度较快。
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与 IT 服务领域，市场竞争主要是 VMWARE 等国外厂商和华为、
新华三等国内厂商，移动运营商、大型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参与云服务、大数据等新兴
业务。
（四）行业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电子信息制造业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不断深入应用，各类企业对电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需求不断扩大，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数量也随之大幅增加。
我国各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是电子信息制造行业发展的直接动力，根据国家工信部数

据，2019 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9.3%，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3.8 个百分点。在全球化背
景下，国际电子企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同时受我国宏观
经济放缓、信息化建设更新换代减缓及持续价格竞争的影响，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务
收入增速逐步趋缓。
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电子行业的发展已由以硬件为主的 IT 基础设施大规模采购和
建设阶段，逐步向以软件开发和服务为主的系统应用及运维管理升级，并将最终实现
硬件、软件和服务市场份额的均衡发展，这就促使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加快转型，打造
产业链整合和生态圈完善的发展路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从技术进步带来的投资
驱动转变为信息服务和技术应用带来的创新驱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的兴起将给本行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秉承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相结合的发展路径，不断扩大对电子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电子制造业产业体系。近年来，我国
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上升，但投资增速已从高速增长过渡到目前较为
平稳的态势。2019 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8%，增速同比
加快 0.2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制造行业收入规模不断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
高位，但行业整体发展放缓；未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需求，行业格局或将面临一定的
调整。
2、高端计算机产业发展现状
高端计算机设备主要以服务器产品形态体现，特点是处理能力强、可靠性高、可扩展
性好。服务器按照处理器架构来分可以分为 X86 服务器和非 X86 服务器；按照处理器
个数来分可以分为单路、双路和多路服务器；按照服务器的外形结构来分可以分为塔
式、机架式和整机柜服务器；按照应用级别来分类，可以分为工作组级、部门级和企
业级服务器。目前，我国应用最广泛的为通用 X86 系列服务器，同时以高性能计算机
为代表的高性能计算机需求增长显著。
近年来，中国高端计算机市场呈现较快增长。受益于各地政府相继推进大数据和智慧
城市建设，对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由此带动服务器产品市场的繁荣；其
中，在国家“信息安全”发展战略下，尤其是在政府、能源、电力、金融等关键领域
对服务器的国产化替代趋势明显，为国产服务器市场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3、现代互联网产业正在不断融合、创新发展
近年来，全球互联网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持续创新变革，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
域深入应用并形成一系列新产业形态。与传统 ICT 产业相比，现代互联网产业出现三
类新的特征：一是随着互联网技术自身的创新与融合加速，智能化、个性化、微型化、
移动化、服务化和交互式将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核心，互联网技术创新将直接
衍生新的业态，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这些新兴产业未
来的复合年增长率均在 2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使产业结构呈现出
高技术密集度的特征。二是依托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倍增性、广泛渗透性和深度产业关
联性，互联网技术在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广泛应用，推动基于网络化、智
慧化的多元产业融合，催生“互联网+制造”、“互联网+商贸”、“互联网+金融”、“互
联网+农业”等新型业态，使传统产业从研发、生产、经营、管理方面发生本质的改
变。三是互联网思维极大促进了包括产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文化创新等
全方位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通过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
及网络平台效应下的品牌塑造和生产经营，可以更好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存量、
创造增量，迈向创新驱动之路。
4、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高端计算机行业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
近年来，高端计算机行业利润空间正不断走低，除市场竞争加剧外，但更重要的原因
是上下游趋于集中。上游 CPU 芯片功能日益强大，导致服务器厂商增值设计空间减小；
下游互联网等客户采购也变得集中化，信息系统架构设计趋向集约化。上下游的强势
使得服务器厂商议价能力显著降低，整体利润空间呈向下趋势。
另一方面，除传统行业对高端计算机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外，随着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5G 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服务器市场迎来了新的发展
空间。随着加快建设数据强国的国家战略提出和行业云计算应用的不断深化，将产生
越来越多的服务器需求。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依赖于服务器、高性能计算机和存储等设
备性能的提升，未来数据量将出现爆发式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发展，
对数据处理能力的需求也将大幅提升。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 IT 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带来了成本节约、资源共享、应用拓展的发展思路，带动了服务器行业的快速发展。

（五）行业壁垒与上下游关系
1、行业壁垒
进入本公司所在行业的主要障碍如下：
（1）技术壁垒
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的关键技术门槛较高，需要经过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和产品应用
团队长期积累取得的。新进入者缺乏对关键技术的有效积累，缺乏对前瞻性技术方向
的有效研究和掌控，面临较大的技术壁垒。
（2）人才壁垒
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是一个高端人才相对稀缺的行业，高水平设计和开发人员，需要
在稳定的科研环境中长期培养。目前行业内的高端研发人才主要集中在国内外一些规
模较大的高端计算机厂商以及国家级研究机构中。行业高端人才的稀缺使得新进入者
较难获得所需人才，无法快速突破研发领域的技术壁垒，难以快速形成自身的技术优
势或差异化优势。
（3）品牌壁垒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重点行业、大型企业等主要的高端计算机（特别是高性能计算机）
客户，一般有较高的品牌忠诚度。主要高端计算机厂商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过
多年的努力，通过诚信的服务、优良的产品品质逐步积累起公司的品牌美誉度，并与
客户形成了长期、互信的合作关系。这种品牌美誉度的长期积累和与客户互信合作关
系是新进入者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
（4）服务体系壁垒
高端计算机（特别是高性能计算机）作为高端设备，用户需要完整的解决方案和个性
化服务，这就要求高端计算机企业能够提供出完善的服务体系作为支撑。这种整套的
服务体系是新进入者无法在短期内复制和实现的。
2、上游行业分析
本公司所处行业的上游行业包括芯片、存储等硬件设备制造业及软件行业。当前，上
游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制造商主要是 Intel、AMD、希捷、三星等国外知名企业，上述企
业规模大，质量稳定。但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近期频繁利用出口管制实体
清单进行贸易限制，致使来自美国企业的特定零件供应受到一定干扰，对本行业正常
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上游企业的发展壮大，陆续推出具有一定替代能力的零部件，零
部件质量也不断提升，采购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将有利于提高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
企业的竞争力。
3、下游行业分析
高端计算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主要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信息化建设提供服务，其下游
行业为政府、能源、互联网、教育等行业客户，涵盖国家基础设施、电子政务、企业
信息化和城市信息化等领域。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发展形势良好，各行业的信
息化建设需求仍然旺盛，这对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同时下游行业客户对高端计算机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可靠性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使得
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必须不断地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和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以更好地满
足下游行业客户的需求。
（六）影响行业发展的因素
1、有利因素
（1）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向好的态势，将有效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的高速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总体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于信息技术的需求也在急剧上升，各行各业
加强信息平台建设，特别是超级计算、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计算环境建
设势在必行，为中国高端计算机企业发展带来机遇。
（2）我国各级政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近
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包括云计算试点城市建设等。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
化、协同化的产业发展新形态。当前，全球新一轮互联网革命进入爆发期，互联网已
远远超出单一的技术工具范畴，演进到重构产业生态和价值创造阶段，成为新经济的
新兴力量。随着互联网与各行各业融合渗透的日益深入，互联网跃升为新的信息生产
力，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平台，推动各行业优化、增长、新生，
形成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
（3）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企业市场中需求空间巨大。我国拥有巨大的信息化、数字化
应用市场，随着我国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以及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对传统行业
的信息化改造，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金融、
能源、电信等许多行业信息化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企业纷纷采用信息化技术来提高其

管理水平、核心竞争力和经营效益，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投资不断增加。市场容量的扩
大必将吸引更多资金、人才、技术等社会资源的投入，对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整体的
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大数据时代加速了各行业和各部门信息技术的融合，数据越来越成为国家和企
业的战略资产。随着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以及对数据处理需求的增长，大数据将拥有
非常好的市场前景，而大数据的基础就是高性能计算机和存储设备，因此大数据将为
与本公司类似的计算和存储厂商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契机。
（5）信息安全已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政府、金融、科技、民生等。
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领域，网络和信息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推进自
主创新、安全可控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成为大势所趋。
（6）近年来国家围绕新型基础设施的部署、投融资等相关支持政策实施了一系列改
革。
“新基建”重点涵盖的七大领域包含了本行业相关的 5G 基建、云计算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方面，为本行业未来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不利因素
（1）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产业链还不够完善，在产业链上的部分环节，国产厂商还处
于发展阶段，短期内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和研发环境建设。而我国高端计算
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产业链整体的发展和提升。
（2）中美贸易摩擦、日韩贸易争端等国际宏观环境波动加剧，全球经济贸易分工合
作的共识和基础开始动摇，打乱了正常的国际分工体系，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
发展速度，对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高技术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信息技术产业
链较长，从上游的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直至下游的电子产品终端，中美经贸摩擦对
其中某一环节的影响将会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未来一个阶段，贸易摩擦负
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有可能继续扩大，将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平稳发展产生一定影
响。
（3）国内高端计算机市场竞争还存在不规范现象，强势企业为维护垄断利益而限制
行业进入，以及新加入企业期待快速看到短期绩效，低价恶意竞争的情况时有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市场和产业的健康发展，对国内高端计算机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
产生不利影响。国外知名企业有着良好的薪酬及工作环境，对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行
业的技术人才具有一定吸引力。

（4）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对宏观经济形势、商贸物流、
信息化建设进度造成较大冲击，可能会对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信息化建设造成一定不利
影响。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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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币种：人民币

13,167,304,762.24
9,056,879,481.38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7.36
5.18

10,087,454,247.20
6,294,223,394.82

593,633,044.81

430,604,628.31

37.86

308,822,733.01

384,920,727.12

271,632,366.99

41.71

205,814,240.6

4,323,812,754.36

3,818,537,398.45

13.23

3,146,776,444.60

3,173,782,934.88

631,060,300.10

402.93

41,937,995.78

0.66

0.48

37.50

0.34

0.66

0.48

37.50

0.34

14.66

12.49

增加2.17
个百分点

10.24

2019年

2018年

16,769,281,027.02
9,526,470,351.47

2017年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242,091,006.26

2,364,450,527.71

2,174,175,631.53

2,745,753,185.97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50,795,621.61

152,704,000.49

46,085,403.90

344,048,018.81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
净利润

26,493,460.91

76,636,593.62

9,570,478.08

272,220,194.51

经营活动

680,337,558.38

598,388,236.72

881,424,145.87

1,013,632,993.91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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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9,5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8,67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北京中科算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54,830,318

191,906,114

21.32

无

国有法人

北京思科智控股中心

11,344,204

39,704,714

4.41

无

国有法人

历军

9,562,608

33,469,129

3.72

无

境内自然人

聂华

1,441,264

18,620,500

2.07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7,529,180

13,152,314

1.46

无

其他

杜梅

555,946

11,717,974

1.30

无

境内自然人

史新东

519,000

7,284,000

0.81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华内需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4,997,000

5,000,000

0.56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
组合

4,541,102

4,982,802

0.55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中证科
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15,137

2,715,137

0.3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份
状态

数
量

股东
性质

中科算源与思科智存在关联关系（双方关联关系详见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五章第七部分）
，其他
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债券名
称
曙光信
息产业
股份有
限公司
可转换
公司债
券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曙光转
债

113517

2018/8/6

2024/8/6

1,117,236,000

利率
0.6

币种:人民币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
所

每年付息
一次的付
息方式，
到期归还
本金和最
后一年利
息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债券利率第一年 0.40%，第二年 0.6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2019 年 8 月 6 日，公司债券到达首次付息日，公司按期支付了利息
4,469,280.00 元。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05 月 14 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跟踪评级报告（2019）》，本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曙光转债”信用评级结
果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详见公告：
2019-038）。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EBITDA 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19 年

2018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2.44

69.24

3.20

0.4566

0.2165

24.01

5.14

4.18

22.9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5.26 亿元，同比增长 5.18%；利润总额 7.41 亿元，
同比增长 37.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4 亿元，同比增长 37.86%；扣非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 亿元，同比增长 41.71%。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曙光云计算集团有限公司
曙光信息系统（辽宁）有限公司
香港领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城市云计算中心有限公司
中科睿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超算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曙光信息产业成都有限公司
天津中科曙光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曙光国际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曙光信息产业江苏有限公司
浙江曙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曙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UGON US SYSTEMS INC.
中科曙光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安徽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