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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5-30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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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09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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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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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16,938,930.41 492,785,223.31 2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838,677.23 24,228,096.30 -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593,152.21 16,559,183.14 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1,620,767.62 166,920,691.31 大幅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6% 3.45% 减少 0.7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110,797,009.10 5,113,241,508.19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6,347,020.17 716,203,313.38 7.0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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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湖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70% 140,252,503 0  0 

刘宗辉 境内自然人 1.32% 3,888,000 0  0 

蒋政一 境内自然人 1.08% 3,188,244 0  0 

王翌帅 境内自然人 1.03% 3,030,801 0  0 

汪京燕 境内自然人 0.57% 1,686,550 0  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融

享 3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6% 1,356,321 0  0 

丁玲 境内自然人 0.41% 1,205,080 0  0 

郭展冬 境内自然人 0.34% 1,006,800 0  0 

黄翌炜 境内自然人 0.33% 981,701 0  0 

姚强 境内自然人 0.33% 961,2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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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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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刘宗辉持有的 3,888,000 股公司股份，其中 3,880,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蒋政一持有的 3,188,244 股股

份、王翌帅持有的 3,030,801 股股份、丁玲持有的 1,205,080 股公司股份、郭展冬持有的

1,006,800 股股份、黄翌炜持有的 981,701 股股份、姚强持有的 961,200 股股份,全部系通过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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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继续围绕创新发展精耕细作，锐意改革，在

公司产业发展布局、提升业务运营能力、持续深化机制创新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实践，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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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机构进行了规划调整，根据业务板块构成，推行事业部机制，明确事业部发展战略目标，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1,6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19 %；实现利润总额 

2,57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4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4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18.12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公司已在物联网产业相关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家居等产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

研发和应用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经营成果。 

一．汽车电子业务方面 

打造了智慧车载系统，具有手自一体报站、视频监控、WIFI分享、LED电子路牌功能， 

并通过设备的互相连接，通过云服务端实时更换线路以及站点，实现智能化调度。国内首创

开发了LCD动态站点和信息显示功能，乘客可以动态的查看目前车辆的站点信息以及目的地

的距离以及周边信息。 同时还具备手自一体破玻系统、智能视觉辅助驾驶系统、客流统计系

统，可以实时采集上下客人数信息，结合GPS提供了具体站点的上下客人数，为后续调度提

供了数据的支撑。 

完成开发汽车分时租赁系统，并通过了验收。  

二．智慧社区业务方面 

智慧社区系统日臻完善，公司开发的公租房“多级安全协同管理系统”、智能门禁设备市

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从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庭多极大智慧大数据功能规划，立足我司现有

的行业优势，在细分市场上设计数源特色智慧社区平台。 

同时积极开拓类保障房项目的市场，积极开拓外地市场，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技术质量企业管理方面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易和网络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再次认定。公司申报的车载智能终端和

智慧公交服务平台的研发与应用项目，入选2015年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项目A类项目，这是公

司首次被省经信委列入A类项目，充分体现了我公司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易和网络与杭州市租赁房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申报的公租房多级安全协同管理系统项目取

得了浙江省建设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公司与浙江大学共同建设的浙江大学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卓越工程师”

和“长时间企业实习”联合培养计划正式启动，浙江大学每年将输送优秀毕业生赴公司进行实

习和培养。 

上半年进行了内部审计工作，启动了质量及环境体系重新认证工作。易和网络通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1999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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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体系三体系认证，确保了企业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 

开展了专利标准的申请、维护等管理工作，积极参与杭州地方标准、行业和国家标准的

制定工作。2015年共申请技术专利13项。 

四．房地产业务方面 

公司新建、在建的房地产项目均按工程进度稳步推进，上半年按计划实现了部分项目的

竣工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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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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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 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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