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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2-07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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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投资者

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章国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兴哲声明：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数源科技 

股票代码 000909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毅 陈欣 

联系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 

电话 （0571）88271018 （0571）88271018 

传真 （0571）88271038 （0571）88271038 

电子信箱 stock@soyea.com.cn stock@soyea.com.cn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元） 1,335,248,865.52 823,617,768.93 62.12% 966,700,084.31 

营业利润（元） 60,790,049.41 23,126,569.07 162.86% 39,768,281.56 

利润总额（元） 68,014,727.15 39,858,711.05 70.64% 43,120,68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47,696,375.13 22,882,597.13 108.44% 20,261,4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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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63,052,545.54 17,335,278.59 263.72% -1,741,07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150,849,724.16 -233,982,874.31 35.53% 493,770,530.76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元） 3,209,196,507.04 2,668,510,951.95 20.26% 2,030,774,801.88 

负债总额（元） 2,525,421,121.78 2,049,338,910.07 23.23% 1,440,345,29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620,316,162.82 546,574,088.51 13.49% 532,466,067.99 

总股本（股） 196,000,000.00 196,000,000.00 0.00% 196,000,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2 100.00%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2 100.00% 0.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32 0.09 255.56%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7% 4.23% 增加 3.94 个百分点 3.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1% 3.21% 增加 7.60 个百分点 -0.3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77 -1.19 -34.45% 2.52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16 2.79 13.26% 2.72 

资产负债率（％） 78.69% 76.80% 增加 1.89 个百分点 70.93%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5,831.50  23,459.12 199,7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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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5,830.02 

均为各项政府补助，

详见财务报表附注

五（二）、9（2）2)-14) 

3,197,610.91 2,418,103.2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6,710,659.15 

主要系公司控股子

公司杭州中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期与其联营企业合

肥印象西湖房地产

5,020,057.87 814,2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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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限公发生资

金往来，确认其 2011

年度资金占用费收

入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890,000.00 8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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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2,413.31  -2,347,269.26 18,637,229.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63.59  -2,247,619.28 94,991.9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158,370.19 21,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036,368.88 

公司持有的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按照账

面价值和预计未来

可收价值差额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 

0.00 0.00 

所得税影响额 -1,672.48  341,499.69 -233,771.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0.00  511,209.30 -38,223.06 

合计 -15,356,170.41 - 5,547,318.54 22,002,488.88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25,105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

数  
24,65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27% 102,440,000 0 0 

方映雪 境内自然人 0.48% 940,789 0 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687,020 0 0 

范雯雨 境内自然人 0.29% 563,768 0 0 

章耀明 境内自然人 0.27% 526,500 0 0 

顾桂珍 境内自然人 0.19% 370,000 0 0 

蔡惜莲 境内自然人 0.17% 326,800 0 0 

陈颖 境内自然人 0.16% 320,600 0 0 

王丽滨 境内自然人 0.16% 317,406 0 0 

孙惠英 境内自然人 0.16% 307,385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2,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方映雪 940,789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687,02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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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券账户 

范雯雨 563,768 人民币普通股 

章耀明 526,500 人民币普通股 

顾桂珍 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蔡惜莲 326,8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颖 320,6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丽滨 317,406 人民币普通股 

孙惠英 307,38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在上述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中，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报告期内，公司以“十二五”战略规划为指引，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和 IT 发展潮流，依靠科技创新, 进一步推动产

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扩大高端市场占有率，规模效益得到发挥； 加强基础管理，加快存

货周转，控制成本费用，有效提升了公司运营质量和盈利水使企业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0 万元，同比上升 108.5 %。实现营业收入 133,525 万元，同比上升 62 %。  

公司在报告期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以创新的思维不断研发适销对路的高新技术产品 

2011 年，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坚持自主研发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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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努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核心技术，技术创新由硬件向软硬件相结合转换，以系统解决方案为抓手，向运营服务

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储备，形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以信息发布系统、大屏幕拼接系统和电子触摸系统为三条产品主线，研发视频门类新品；以机顶盒系列产品为增长点，

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坚持自主，助力竞争，积极构建知识产权平台，努力提升企业科技软实力；加强技术管理，报告期公

司被认定为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2．加强基础管理、拓展营销新模式双管齐下，主导产品产销稳中有升 

公司充分发挥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优势，彩电业务适应内外销市场的需求，积极组织生产 LCD、LED 液晶彩电主导产品。  

此外，公司积极寻求新业务，差异化产品、新项目产业化进度加快，模拟门禁系统开发已进入批量生产，LED 路灯及监视器、

多媒体数字信息系统等产品均产生了效益。 

公司通过加强管理，制定实施优化的内部考核制度，强化数据管理,指标分解,责任到人,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业绩；通过优化

产品设计，控制设计成本；加强物资配套，控制采购成本；改进工艺流程、降低能源消耗，控制生产成本；并且，严格控制

各项管理费用，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公司实施的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

通过了上海质量技术认证中心的年度监督审核。控股子公司杭州易和网络公司执行的 ISO9001:2008 版标准通过第三方年度监

督审核。 

公司通过拓展营销模式，扩大产品销售。稳步发展电子商务，充分把握“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机遇，积极促

销，提高销售，年内，参加了 “杭州市名优特产品全国巡回展”和“杭州都市经济圈杭产家电精品巡回展”，通过巡回演示，

有效地拉动消费，促进数源品牌产品的销售。 

 3．合理规划布局，房地产业务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主动规避政策风险，努力克服项目开发多、任务重，专业人员、施工民工紧缺等困难，抓住国家大力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契机，扩大杭州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重点抓好六个项目工程的建设，确保工程按进度、保质、保

量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国内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证书，使企业进入了一流房地产

开发企业行列，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取得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进一步夯实了企业的基础管

理；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获得了“2010 年度杭州市经济适用（廉租）住房建设及管理工作先进建设单位”荣誉。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或分产品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

（视音频产品） 
44,169.70 37,720.41 14.60% 33.32% 33.32% 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房

地产销售） 
46,144.79 30,940.22 32.95% 69.35% 54.61% 增加 6.40 个百分点 

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网络

集成服务） 
6,485.77 5,452.19 15.94% 241.24% 307.33% 减少 13.64 个百分点 

加工修理劳务（加工修理

劳务） 
1,045.22 972.02 7.00% 46.43% 76.53% 减少 15.86 个百分点 

商贸业务 34,022.29 32,239.68 5.24% 100.00% 100.00% 减少 1.61 个百分点 

合计 131,867.76 107,324.52 18.61% 62.99% 60.48% 增加 1.27 个百分点 

 

 

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期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通过

技术创新，加大研发力度，使公司产品升级取得明显示成效；同时扩大产品销售，使主营业务盈利情况较去年有较大提高。

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房地产业务收入增加，使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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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原对本公司合并范围内因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等形成的各公司之间的应收款项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因

资金往来形成的各公司之间的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为：对所有应收本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款项除有确凿证据表明发生减值外，不计提坏账准备。该项会

计估计变更经本公司第五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此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对 2011 年度合并净利润无影响，增

加 2011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 2,224,223.17 元。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公司已在 2011 年 8 月 2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进行了公告。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章国经 

 

2012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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