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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2-18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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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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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3,622,761,930.10 3,209,196,507.04 1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623,602,522.37 620,316,162.8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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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18 3.16 0.6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228,466,659.84 153,732,564.77 4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86,359.55 1,439,176.63 12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05,398.86 -210,496,323.30 -105.6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6 -1.07 -105.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26% 增加 0.2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15% 0.55% 减少 0.40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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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293.72 

主要系收到的各项政府

补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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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44.93 
本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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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18.00  

所得税影响额 -74.14  

合计 2,341,152.20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65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2,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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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券账户 
719,820 人民币普通股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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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惠英 307,385 人民币普通股 

姚仁龙 305,328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 主要系房地产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比期初减少, 主要系处置信托产品所致 

3.  应收票据比期初增加, 主要系以票据方式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主要系支付土地拍卖保证金所致 

5.  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6.  预收款项比期初增加, 主要系房地产项目预售款增加所致 

7.  应交税费比期初变化,主要系本期房地产项目预缴税款增加所致 

8.  应付利息比期初增加,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视音频产品销售和房地产项目销售增加所致 

10.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11．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致利息增加所致 

12．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确认增加所致 

14．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视音频产品销售和房地产项目销售增加所致 

1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变化, 主要系本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变化,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货款增加所致 

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变化,主要系本期信托产品赎回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变化,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净额增加所致 

19． 现金流量表现金与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不符说明: 

2012 年 3 月 31 日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期末数为 927,869,007.49 元，2012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期末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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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480,931.27 元，差额 58,611，923.78 元，系现金流量表现金期末数扣除了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标准的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 52，037,467.88 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保证金 4,500,000.00 元，工资保证金 300,000.00 元，履约保函保证金 474,037.37 元，

用于质押的定期存款 1,300,418.53 元。  

2011 年度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期末数为 686,220,720.67 元，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期末数为 733,616,789.28

元，差额 47,396,068.61 元，系现金流量表现金期末数扣除了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标准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40,454,147.71

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保证金 4,500,000.00 元，工资保证金 300,000.00 元，履约保函保证金 173,600.37 元，用于质押的定期存

款 1,968,320.53 元。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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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元） 

期末持有数

量（股）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1 资金信托 _ 平安德丰 50,000,000.00 0 0.00 0.00% 1,070,344.93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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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0.00 

合计 50,000,000.00 - 0.00 100% 1,070,344.93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本项投资经公司董事会第三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告披露日期 2007 年 7 月 10 日,公告编号 2007-21,对报告期业绩影响

1,070,344.93 元。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2 月 0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2 年 02 月 14 日 
深交所投资者互

动平台 
书面问询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2 年 02 月 2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2 年 02 月 2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2 年 03 月 13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泽熙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2 年 03 月 1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2 年 03 月 2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2 年 03 月 3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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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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