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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237

公司简称：铜峰电子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88

公司简称：用友网络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晓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金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钱玉胜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17,982,166.78 2,116,288,110.94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94,319,704.53 1,417,155,125.82 -1.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460,706.54 17,691,441.88 128.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66,136,569.13 507,185,490.83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176,016.17 -35,500,820.6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020,034.65 -38,810,297.2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489 -2.3848 增加 0.73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10 -0.062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10 -0.062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2,150.45 -615,184.8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87,393.29 3,547,214.8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059.26 637,455.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346,069.63 -657,147.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4.16 -68,318.72

合计 1,588,608.31 2,844,018.4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9,85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铜峰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94,561,280 16.76 0 质押 94,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908,796 0.69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797,000 0.67 0 未知 未知

张素芬 2,711,139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于文英 2,539,459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夏重阳 2,484,700 0.4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洪祖芳 2,127,600 0.3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尹顺仙 1,917,402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苑清敏 1,825,614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佳 1,798,600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安徽铜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94,561,28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908,79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素芬 2,711,139 人民币普通股

于文英 2,539,459 人民币普通股

夏重阳 2,4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洪祖芳 2,127,600 人民币普通股

尹顺仙 1,917,402 人民币普通股

苑清敏 1,825,614 人民币普通股

刘佳 1,798,6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铜峰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它股东之

间 ，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比率(%)

应收票据 68,397,242.13 135,471,973.26

预付账款 45,201,690.65 14,520,459.69

其他应收款 10,314,294.37 4,545,466.99

长期股权投资 3,666,815.45 1,600,493.27

应付票据 117,780,525.50 35,140,529.63

应交税费 1,251,743.23 4,872,840.82

长期借款 27,387,870.49 12,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40,058,889.04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其他业务收入 14,133,096.37 9,369,059.1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11,446.62 1,612,089.36

资产减值损失 2,924,383.57 4,545,571.63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60,706.54 17,691,441.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699,671.03 -207,435,552.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180,882.11 15,005,885.42

说明：

1、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49.51%，主要系期末已结算应收票据较多所致；

2、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211.3%，主要本期预付材料款所致；

3、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126.91%，主要是往来款尚未结算所致；

4、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增加129.11%，主要是本期支付子公司投资款所致；

5、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235.17%，主要是本期通过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6、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74.31%，主要是期初税金在本期支付所致；

7、期末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128.23%，主要是本期借入长期借款所致；

8、期末长期应付款主要是应付融资租赁租金；

9、本期其他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0.85%，主要是本期废品收入增加所致；

10、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37.26%，主要是本期增值税减少随征税金相应减少所致；

11、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35.67%，主要是本期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12、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所致；

13、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募集资金项目支付的现金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14、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晓云

日期 2015-10-29

证券代码：

600237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2015-048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19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文

件。

3、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土地为抵押，向中国工商银行铜陵分行申请融资余额不超过5000万元的议

案。

公司因经营需要，拟将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部分土地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铜陵分行，申请融资余额不超过伍仟万，土地实际测量评估的面积为157696.08平方米，抵押期限为三

年。

本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文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家亮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仕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764,657,855 8,810,634,863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753,153,473 3,986,159,364 1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26,958,735 -435,280,65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269,670,159 2,405,734,390 -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4,747,079 -55,564,38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3,977,593 -59,711,48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和股权激励成

本的净利润

-321,945,762 -4,272,38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33 -1.75 ?减少8.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9 -0.04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8 -0.039 不适用

注：基本每股收益以报告期加权平均股本为基数计算，本报告期加权平均

股数为1,413,626,453股，上年同期调整后的加权平均股数为1,398,381,199

股。 稀释每股收益以报告期包含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本为基数计算，

本报告期加权稀释性平均股数为1,420,071,219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1,223 -397,0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14,610 34,267,32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514,493 12,137,2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6,236 -2,418,066

所得税影响额 -800,656 -4,358,9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7,205,906 39,230,51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4,0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

公司

416,239,779 28.52 质押 111,2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178,456,657 12.2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益倍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70,029,888 4.8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

研究所有限公司

58,553,029 4.01 质押 21,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43,632,187 2.99 无 其他

上海优富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42,000,000 2.8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马信琪 28,229,010 1.93 无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6,988,700 1.16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7,535,990 0.52 无 其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多

策略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455,429 0.51 7,455,429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416,239,779 人民币普通股 416,239,779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78,456,657 人民币普通股 178,456,657

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0,029,888 人民币普通股 70,029,888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58,553,029 人民币普通股 58,553,02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3,632,187 人民币普通股 43,632,187

上海优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4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0

马信琪 28,229,010 人民币普通股 28,229,01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98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88,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35,990 人民币普通股 7,535,99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6,571,700 人民币普通股 6,57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用友科技”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用

友咨询” )和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用友研究所” )因受相同控

股股东控制而存在关联关系，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益倍” )与上

海优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优富” )因其执行董事同时担任用友咨询与

用友研究所的董事而分别与用友咨询和用友研究所形成关联关系。 上海益倍与

上海优富因受不同控股股东控制而不存在关联关系，与用友科技因受不同控股股

东控制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五家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

公司不了解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

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利润表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7,821,361 -3,494,863 不适用

主要由于报告期理财收益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4,372,579 2,454,751 78.1 主要由于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331,349,312 167,839,581 97.4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畅捷

通进行股权激励，将已支付给信

托公司尚未回购股票的款项计

入此项目所致。

固定资产 1,519,914,432 959,182,227 58.5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南昌基地、北

京基地培训楼转固所致。

在建工程 357,529,259 850,863,276 -58.0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南昌基地、北

京基地培训楼转固所致。

开发支出 161,689,773 88,314,569 83.1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

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和互联网

金融业务的研发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676,407 69,683,782 -40.2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转回年初应

付未付职工薪酬以及其它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所致。

短期借款 2,025,715,600 1,268,000,000 59.8

主要由于报告期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69,303,892 244,361,930 -71.6

主要由于报告期缴纳2014年底

应交税费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7,768,258 505,607,403 -64.8

主要由于报告期支付2014年底

应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付利息 7,637,671 21,137,671 -63.9

主要由于报告期支付2014年底

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660,835,078 184,420,991 258.3

主要由于报告期将一年内到期

的应付债券重分类至此科目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2,473,910 14,510,745 -83.0

主要由于报告期支付上年底预

提费用所致。

递延收益 25,350,637 10,006,637 153.3

主要由于报告期收到政府拨款

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2,219,426,699 744,991,795 197.9

主要由于报告期公司溢价非公

开发行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61,520 -957,408 不适用 主要由于汇率变动所致。

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26,958,735 -435,280,657 不适用

主要由于公司本期收入下降及

加大在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及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投入综合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12,646,111 -588,004,505 不适用

主要由于报告期增加理财产品

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58,596,689 787,026,496 110.7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贯彻执行2015年年度总计划确立的经营策略， 软件业务

“聚焦经营，提高效益” ，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战略提速，形成规模” ，互联网

金融业务“完成布局,�战略突破” ，积极推进落实各项业务工作，取得了积极成

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6,967万元，同比下降5.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9,475万元，去年同期为-5,556万元，同比增加亏损33,919

万元；扣除非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3,398万元，去年同期为-5,971万元。 导

致净利润亏损同比扩大的主要原因是：（1）公司战略性加大了对企业互联网服

务业务、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投入，报告期合计投入超过43,278万元；（2）报告

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畅捷通公司” ）等

子公司股权激励成本同比增加8,141万元；（3） 受宏观经济和产业调整的影

响，以及公司对中端企业客户软件业务的业务模式和组织结构调整带来的阶段

性过渡影响，报告期内导致收入及利润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年度总计划确立的经营策略，继续加大企业互联网服

务业务和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投入，尽管公司的亏损额同比有所增大，但公司企

业互联网服务业务和互联网金融业务取得快速增长。 截止报告期末，企业互联

网服务业务的企业客户数超过42万家，较2014年年末增长180%。 截止报告期

末， 互联网金融业务中的P2P业务累计交易额18亿元人民币， 新增交易金额

16.83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年底增长1,338%；支付业务交易金额超过130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6%。

报告期内， 公司收购了上海秉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秉钧网络公

司” ），进军企业数字营销服务市场；设立用友超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用友超客公司” ），聚焦互联网运营模式的移动CRM、企业社交与协同服务，

抢占移动CRM和企业协同市场；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用友优普

公司” ）完成分拆，实现全分销，为公司中端市场软件业务效益化经营打下基

础；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道公司” ）完成了新三板挂牌，为新道公

司的扩张发展特别是加大互联网教育投入提供了保障；畅捷通公司面向小微企

业的财务及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营；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畅

捷通支付公司” ）的企业支付业务形成了新版的“软件+支付” 业务解决方案，

为企业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2、公司各项业务发展情况

（1）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1）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和客户数量高速增长，截止报告期末，企业

互联网服务业务的企业客户数超过42万家，较2014年年末增长180%。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的落地，推出并持续更新“易代

账” 、“电商通” 、“嘟嘟” 、“企业空间” 和“工作圈” 、“表魅” 、“友户通” 等多

项企业互联网服务，收购秉钧网络公司，进军企业数字营销服务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用友超客公司，聚焦互联网运营模式的移动CRM、企

业社交与协同服务，快速迭代企业空间移动端，企业空间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

组织化的企业社交平台。 截至三季度末，企业空间注册企业突破1.6万家。 用友

超客公司启动了移动化、社交化的企业云销售管理平台———超客营销的产品设

计与研发，集成了秉钧网络公司的超客红人、用友移动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的多方通话业务嘟嘟，帮助企业充分连接客户，进行管理销售，为企业带来更多

生意。 超客营销9月16日正式对外发布，截至9月30日，已有上百家付费企业客

户。

报告期内，公司面向政府行业推出了政府采购电商平台服务、政府采购大

数据分析服务，面向医疗行业推出了医疗耗材电子采购平台，加快基于互联网

运营模式的医疗物资交易平台研发与部署，加大了汽车后市场云服务业务的推

广工作。

2）云平台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企业互联网开放平台（iUAP）持续创新，发布了云管理

平台（iUAP� Cloud） V2.3，在中间件、开发、运维监控管理等方面为企业互联

网提供基础技术支撑，在数据服务方面研发了BQ� Cloud�商业分析云服务，为

企业提供云端自助分析服务，并发布了URadar大数据监控与分析平台，为企业

提供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云服务；基于iUAP平台的项目继续大幅增加，多家伙

伴开展了基于iUAP平台特别是移动、 大数据与iUAP领域的深度技术合作；研

发了用友统一通信（用友友信），用友友信公有云用户增加到8000个。

报告期内，畅捷通公司发布了云服务开放平台V3.2，进一步完善了开发工

具，发展第三方开发服务商累计达到77家。 报告期内，畅捷通公司加快为小微

企业提供“互联网+” 的财务服务，上线以财务服务为核心的小微企业财务及

管理服务平台,并在北京、上海、江苏、重庆、广深等地开始发展服务商及与小微

企业创业园、孵化器加强合作。

（2）软件及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软件业务持续平稳发展，并积极推进软件产品、技术、业务

的互联网化。

1）面向大型企业的解决方案与专业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大型企业的产品与解决方案的互联网化，聚焦水

平产品私有云企业互联网核心应用、私有云＋公有云的混合云应用部署和行业

产品的发展。

在软件互联网化方面，公司进一步加大移动应用的研发投入力度，变革产

品研发模式。截止报告期末，公司面对大型集团企业的移动平台类产品和服务，

包括移动开发平台、移动管理平台、移动基础服务等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得到

良好反馈。 在移动应用方面已完成涉及财务、营销、资产、HR、协同等多个领域

的移动应用近50款，进一步加强企业全员类应用，依托移动互联网构建数字营

销新模式；面向企业全员应用的移动门户类产品“企业+” 已经在众多集团企

业得到应用；同时，移动应用的领域逐步向费用管理、项目管理，资产管理等深

度拓展，特别是在移动BI领域的应用在第三季度得到重点加强。

在私有云企业互联网产品发展方面， 公司聚焦大型企业互联网转型需求，

聚焦全渠道营销、共享服务和管理会计、智慧制造三个方面。全渠道营销重点是

电子商务B2B、全渠道零售O2O（TOC）、客户关系管理CRM，聚焦移动营销创

新。 共享服务和管理会计是提供集团企业财务共享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全员移

动报销解决方案，支持基于利润中心财务业务一体化的管理会计解决方案。 智

慧制造支持产品定制、配置销售，供应链制造一体化，C2B端到端服务，并提供

智慧工厂物联网解决方案，重点是MES设备连接，RFID生产过程，以及无人值

守计量等厂内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的全渠道营销、共享服务和管

理会计、智慧制造签约多家重要客户。

公司在NC行业产品的发展方面，房地产行业聚焦在营销管理和项目管理，

建筑行业聚焦在营改增的整体解决方案，已签约富力、厦门福信、上海铂地、上

海宝冶、河南五建等客户。

2）面向中型企业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用友优普公司在软件互联网化方面，全面推进企业互联网+解

决方案深度应用，发布了U8+V12.1，全面支持企业创新，打造了营销+、制造+、

金融+、社交+、服务+、决策+、通信+、移动+、安全+等一系列互联网特色的应

用服务。 用友优普U8+V12.1� O2O解决方案实现了互联网业务与企业传统业

务的完整闭环，企业线上线下业务完美融合，无论是传统零售渠道企业还是线

上平台企业，在向线上或者线下业务延伸时都能顺利融合、无缝衔接，构建企业

互联网时代的O2O平台。

报告期内，用友优普公司强化服务“中国制造2025” 战略推进，以智能制

造为核心，继续完善了U8+PLM+MES+RFID集成的解决方案，并在全国市场

和伙伴体系中全力推广，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专业顾问体系、售前支持体系、实施

交付体系、样板客户体系等方面工作的投入力度，提升了业务运营效率和质量。

报告期内，用友优普公司全面转向全分销业务模式，大力扩展营销渠道。通

过“双百支持” 等一系列支持措施，显著增强了合作伙伴的经营能力和实施服

务能力。

3）面向小型微型企业的全面信息化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 畅捷通公司在小微企业管理软件中持续加快推进T+和T6产品

互联网化的应用：发布了T+云主机租赁；发版了T+SaaS应用并完成了内测工

作；发版了T6新版V6.3，新增网店管理、订货通等功能。

报告期内，畅捷通公司组织全国渠道伙伴并发起“促升迁、抓商机” 商圈派

单、小型培训会等市场活动，引导服务联盟伙伴加大老客户的持续经营，持续为

小微企业提供“互联网+” 管理软件的支持服务。

4）面向行业和领域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业务发展情况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有限公司持续聚焦在财政、财务、民生、政法等行业的发

展，从部委到省级、地市各级均有较多项目合作，推进移动应用在财政税务部门

以及政府财务的应用；拓展商业银行代理财政业务系统的合作；进一步抓住政

府部门内控及新预算法实施机会，加大营销力度，促进项目签约；进一步加强了

自有各行业产品的研发，发布了财政一体化V6.2.1补丁。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坚持大客户经营管理模式

（AM管理模式）与老客户运维模式，需求改善合同续签率达到90%以上，项目

交付进度正常。 新客户销售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新签约长安马自达、斯巴鲁

（中国）、庆铃汽车、安徽泰源和重庆金菱等客户。

用友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金融业的营改增、交易级总账等领域继续取

得较大进展，中标了相关客户。。在证券业资产负债管理解决方案市场完成了海

通证券、广发证券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产品研发和项目交付。

用友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加快新产品研发，完成《用友数字化医院综合

运营管理系统V6.30� SP1》发版、上市，增加了4个模块，并进行了多个需求及

易用性改进，成功签约新的客户项目。

厦门用友烟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推动行业全面预算、国有资产管理项

目的商务推进及实施交付，积极推动产品WEB化进程，完善相关解决方案，配

合营销业务推动，取得了积极的市场影响和业务效果。

北京用友审计软件有限公司在内部审计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签约中

证资本市场运行统计监测中心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在税务查账

领域公司的税务查账产品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并成功签约多家税务局。

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于9月18日

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意新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于10月12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 新道公司继续加大研发力度，发布了基于互联网的

沙盘解决方案；新道新创业者沙盘系统V3.0、新道新商战沙盘系统V3.0等产品

发版上市。

用友广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大力推进老客户运维、需求改善合同的续签工

作。 实现天翼及各子公司、分公司新项目突破；加强电信集团新业务探索，重点

包括电商、社交等业务；承接了广电行业客户的经营基础，并启动了相关的规划

发展工作。 用友能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推进国家电网、中海油、国电、中核

集团等客户的经营工作，项目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商务工作全面推进。

（3）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结合公司的企业客户基础优势以及与客户良好的合作关

系，积极推进企业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发展。 公司在整合加强企业支付、P2P业

务的基础上，按互联网金融战略布局，开展了新业务的筹备工作。

1）P2P业务

报告期内，深圳前海用友力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友金所” ）完成网

站平台系统升级，重构优化移动端H5页面，完成融资端渠道代理商专区开发、

新上线理财红包功能。

截止报告期末，友金所累计交易金额18亿元人民币，用户数119,084人，新

增交易金额16.83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年底增长1,338%。

2）支付业务

报告期内，畅捷通支付公司支付业务取得了高速增长。截止报告期末，新增

商户13,716家， 同比增长463%； 支付业务交易金额超过130亿元， 同比增长

286%，其中，POS机收单业务交易金额122.65亿，同比增长263%，互联网企业

支付交易金额7.74亿。

（4）软件、企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业务融合发展情况

1）报告期内，在软件与企业互联网服务融合方面，公司实现了电商通云服

务、企航云平台、企业家、恵商运营平台、uapim云的集成方案；规划和完成了

NC私有云与用友通讯嘟嘟、惠商云平台、畅捷支付、友金所工资+、企业家、友

联云、 友信等公有云的端化链接； 畅捷通公司的工作圈与T+软件实现无缝融

合；用友通信嘟嘟平台完成与用友网络、畅捷通、用友优普、用友超客的产品对

接。

2）报告期内，在软件与互联网金融融合方面，公司完成了软件端与支付业

务和P2P等金融业务的融合规划和功能对接；推出了畅捷网银、资金托管平台

及企业资金归集解决方案, 全面实现与现有软件产品NC、U8、U9的无缝连接，

形成新版软件+支付业务解决方案， 为客户提供高效、 集成的支付服务；

NC-HR系统与友金所合作，推出企业员工专享薪金理财的“工资+” ，为企业

员工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安全、便捷、可信的创新理财服务。

（5）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与阿里巴巴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对接双方规模的生态

资源，开启在云计算服务、电子商务、大数据、广告业务等领域的全面、紧密合

作，共同创新服务万亿规模的企业互联网市场。

在企业软件市场，公司主办了《企业互联 融合发展———2015企业互联网

+行动大会》，探讨企业如何打破常规快速实现互联网化。 在本次会议上，一批

企业与用友网络签约了战略协议，以全面推动企业信息化转型升级。

用友iUAP获得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授予的“2015年度企业互

联网开放平台最佳产品奖” 。 用友网络在由计世资讯举办的2015年“中国IT用

户满意度年会” 上荣获管理软件用户满意度第一、ERP软件用户满意度第一、

HR软件用户满意度第一、CRM软件用户满意度第一、 电子商务软件用户满意

度第一、集团管控软件用户满意度第一等多项大奖。另外，用友优普公司荣获中

型企业互联网应用软件服务满意度第一，畅捷通公司荣获小微企业管理软件用

户满意度第一与小微企业财务服务用户满意度第一，用友政务公司荣获公共财

政管理软件用户满意度第一与行政事业财务管理软件用户满意度第一。

（6）员工发展与激励

报告期内，公司员工数量为12,555人，比2014年末增长3.58%，其中软件

业务人员进一步减少，互联网服务人员增加1,172人，互联网金融人员增加202

人。 人员结构的变化符合公司发展策略。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中高层干部和高级专家500多人参加2015年度“干部

与专家夏令营” ，通过“连接用户、融合发展” 主题演讲、展示公司已经初步成

熟的十个互联网服务产品以及行动学习，深入传播了公司的企业互联网融合发

展战略，进一步激发了干部和专家对公司转型服务企业互联网服务化的信心和

决心。

为适应并促进公司互联网服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公司启动了新一轮员

工职位职级优化升级项目，制定了新的职位职级体系，为公司人才发展与管理

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3、公司第四季度工作安排

第四季度，公司将继续按照2015年发展战略和计划要求，重点落实以下工

作：

一是全力冲刺全面实现公司年初确定的软件服务、企业互联网服务、互联

网金融服务业务业绩目标；

二是实现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突破， 继续加大企业互联网业务的投入，优

化组织与激励机制，加强收购兼并；

三是加快软件业务的互联网化发展，加强软件业务项目管理，深化专业服

务经营，进一步改进软件业务的利润率水平，提升客户满意度；

四是加快企业理财、企业征信业务的落地，同时与各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合

作，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实现互联网金融业务战略布

局；

五是加强客户与数据管理及共享工作，加快推进软件服务业务、企业互联

网服务业务以及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的融合发展；

六是继续推进与阿里等战略伙伴的全面深化合作，加快打造企业互联网的

生态系统。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承诺履行情况

增持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北

京用友科技有限

公司

自6月29日未来6个月内以人民

币200,000,000元增持公司股

份，增持价格为2015年6月29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人民币41.71元

/股以下。

自6月29日起

的未来6个月

内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

公司已于6月30日增持100万股，7

月28日增持100万股，9月1日增持

1,000,057股。

不减持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北

京用友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股东上

海用友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自2015年7月8日起的未来6个

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自2015年7月8

日起的未来6

个月内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

公司和公司股东上海用友科技咨

询有限公司未发生减持公司股票

的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文京

日期 2015-10-31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 �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5-067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9日在用友软

件园中区8号楼E102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现有董

事7名，实到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公司关于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展览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金额计

人民币壹拾伍亿元整，期限为叁年。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5-068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9日以书面议

案方式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发表如

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及相关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第三季

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保证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