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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数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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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0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毅

陈欣

电话

（0571）88271018

（0571）88271018

传真

（0571）88271038

（0571）88271038

电子信箱

stock@soyea.com.cn

stock@soyea.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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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92,785,223.31

550,511,336.88

-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28,096.30

20,454,564.92

1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559,183.14

13,942,254.41

18.77%

166,920,691.31

-178,151,074.30

大幅上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5%

3.13%

增加 0.32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4,703,416,014.72

4,696,695,510.51

0.14%

705,032,484.85

690,228,437.64

2.14%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16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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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西湖电子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53.23%

156,509,577

156,509,577

1.36%

3,999,999

3,999,999

浙江蓝石创业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有限公司 人

0.61%

1,800,000

1,800,000

罗艳霜

境内自然人

0.40%

1,183,570

1,183,570

丁玲

境内自然人

0.37%

1,092,180

1,092,180

浙江华睿睿银
境内非国有法
创业投资有限
人
公司

0.30%

870,000

870,000

浙江如山高新
境内非国有法
创业投资有限
人
公司

0.25%

745,811

745,811

单宗月

境内自然人

0.25%

733,050

733,050

严雪华

境内自然人

0.22%

657,047

657,047

师南平

境内自然人

0.21%

610,071

610,071

顾宝军

境内自然人

数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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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2．据公司上网查询,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睿睿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
的说明
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同为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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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中顾宝军所持有的 3,999,999 股公司股份，全部系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丁玲所持有的 1,092,180 股公司股份，全部系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
明（如有）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其余前十大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均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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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加快转型创新发展，扎实做好企业研发、生产经营、管理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
效。公司围绕改革、转型，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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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产业产品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智慧经济
1.智慧社区系统日臻完善。
公司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利用自身产业优势，针对杭州市公共租赁房的特点及管理现状，积极参与公
共租赁房开发和管理平台建设，最终研发完成并推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租房“多
级安全协同管理系统”， 并在杭州最大的公共租赁房项目中率先投入运营。该系统具有可复制性，可在
商品房、保障房等楼盘进行推广运用。
该系统结合多级安全和协同管理等概念，依托先进的全数字可视对讲设备、高性能服务器、以及人性
化的软件操作界面，实现了社区三级管理、三重安全和协同工作等特色功能。由此，这套本土化、量身定
做的先进管理系统，大大节省了公共租赁房管理部门的运营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该系统的运用，开创了“智慧社区”的新概念。首先，以信息化管理为载体，将城市的公共租赁房房
源和保障对象纳入管理体系，统筹公共租赁房公开配租和租后管理，提升了管理水平，创新了管理模式；
其次，以智能化为手段，有效破解租后管理难题；再次，以智慧化为形式，开创了公共租赁房的新型服务
模式。基于规模化的公共租赁房社区、家庭生活数据，配合医疗、信用体系，可以实现社区服务需求的精
准分析和信息推送机制。
该系统已先后通过了杭州市、浙江省及住建部的项目评审，并列入住建部 2014 年科学技术项目计划
——科技示范工程项目（信息化示范工程）。目前，该系统产品已获得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3 个、实用新型
专利 4 个、外观专利证书 4 个、著作版权登记证书 3 个，在受理发明专利证书 3 个。今年 6 月份，中央电
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杭州市田园公租房的租后管理进行了特别报道，对由公司运营的“多级安全协同
管理系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田园公租房是杭州市的一个标杆性的里程碑”。在中央电视台焦点
访谈报道后,许多省市前来现场考察,下一步有可能将向多省进行推广。
2. 车联网智慧交通平台研发成功。
公司研发成功了车联网智慧交通管控平台，该平台采用物联网、车联网的云数据采集、处理、智能分
析等技术，研究车辆运行的动态数据采集、交换、应用和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具有对汽车运营的安全监
控、一键救援、在线导航、信息推送、多媒体娱乐等功能。此外，公司还对车载多媒体播放器、车载无线
WIFI等产品应用进行了深层次的研发，完成了带自动报站、监控功能的车载系统,从而为公司产品在智能
交通领域的推广应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3.新一代车联网智能终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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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研发完成的新一代车联网智能终端进入推广应用阶段，该智能终端基于新引进的TCC892X平
台，具有车载多路视频监控、媒体播放、车辆调度和管理等功能，比传统的车载设备性能更强、功能更多，
成本更低。该产品实现了人、车、路之间的信息感知和交互，使原本普通的汽车成为一辆“聪明汽车”，
能为驾车者提供交通信息、车队编组、动态导航、生活信息、车辆安全及救援等全方位的特色行车服务。
4.加大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市场拓展力度。
基于TC8925/TCC8935平台的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不仅拥有完全知识产权，而且在产品稳定性、可靠
性和成本上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公司进一步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推广和应用智盘餐厅结算平台、手
势触控信息发布终端、汽车4S店触控信息发布终端、数字多功能工号等系列产品，产品销量、销售额同比
均实现增长。

(二)做好数源久融公司转让的平稳过渡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自挂牌转让，并由香港三丸东杰(控股)有限公司购得该公司100%股权后，公司
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善后工作，确保人员、业务、经营管理的有序衔接和平稳交割。目前，公司与数源久融
技术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资产分割、人员调整及重新签约等工作基本顺利完成。

(三)加强基础管理工作
1.加强人才管理，重视员工培训和素质提高。通过加强人才引进和加强员工培训双管其下，保证了企
业新兴产业人才、高端管理人才的需求，提高了企业整体科研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2.严格质量管理，稳定产品质量。一方面抓产品生产现场管理。另一方面，加强体系审核。公司、中
兴房产公司、易和网络公司等企业均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ISO14001环境体系的各项审核。
3.强化安全管理。公司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安全月”活动，积极组织安全、消防、综合
治理大检查，及时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上半年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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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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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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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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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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