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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94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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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 

传真 0571-88271038 0571-88271038 

电话 0571-88271018 0571-882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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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子设备生产销售、系统集成服务、房地产开发、商品贸易等多元化业务，

涉及电子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房地产、商品批发贸易、等多个行业。  
 

公司电子设备生产销售业务主要包括商用大屏幕多媒体显示设备及汽车电子设备的生产

销售。公司以智慧交通、车联网为业务核心发展方向，自主研发了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车载

智能中控装置、车载智能终端、智能公交系统等多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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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建筑楼宇公共管理为核心领域的智能化工程及电力

充电场站系统集成工程业务。公司是一体化的信息系统集成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涵盖

前期咨询、方案设计、软件开发、工程施工、集成调试及升级维护等多个环节。 

 

公司房地产业主要由二级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12家房地产子

公司负责运营。先后开发了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廉租）住房、拆迁安置房和人才专项

住房等多个项目。 

 

公司商贸业务，主要包括钢材贸易，大宗商品贸易等。其中钢材销售以内销、配送业务

为主，主要用于市政建设、建筑施工等领域；大宗商品贸易主要包括铜、铁矿石、煤炭、镍

等产品的国内、进出口及转口贸易。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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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2,345,681,368.69 1,564,141,708.36 49.97% 1,399,460,24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80,309.49 35,120,092.48 -19.76% 32,566,23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76,468.22 21,142,185.05 -30.11% 9,108,625.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1,849,900.57 10,852,471.98 大幅下降 -610,334,52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4.99% -1.07% 4.9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4,395,222,506.19 5,113,241,508.19 -14.04% 4,775,648,19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6,035,810.22 716,203,313.38 1.37% 690,228,437.64 

注：1.营业收入增加 49.94%，主要系房产项目本期交房确认收入所致。2.2015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3.71 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系房地产项目预收房款减少所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1,411,255.47 255,527,674.94 957,522,714.39 771,219,72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0,414.76 16,608,262.47 2,648,316.23 5,693,31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4,479.05 14,268,673.16 -3,344,266.35 1,527,58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116,095.34 78,495,327.72 -102,683,031.05 -37,546,101.9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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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0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41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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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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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兴菊 境内自然人 1.26% 3,702,200 0   

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2,440,239 0   

戴高乐 境内自然人 0.79% 2,322,202 0   

何令雨 境内自然人 0.68% 1,997,210 0   

魏建荣 境内自然人 0.58% 1,700,000 0   

肖力铭 境内自然人 0.58% 1,700,000 0   

北京金盛阳光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2% 1,530,800 0   

黎壮宇 境内自然人 0.44% 1,300,000 0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外贸信

托·汇富 172 号

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4% 1,29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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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戴高乐持有的 2322202 股公司股份、肖力铭持有的 1700000 股公司股份、北京

金盛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1530800 股公司股份、黎壮宇持有的 1300000 股公司股份，全

部系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李兴菊持有的 3702200 股公司股份，其

中 3690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22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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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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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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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继续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业务精耕

细作、科技创新发展、人才持续培养、科学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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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产品转型升级，打造智慧产业集群 

2015年，为适应智慧型产业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内部机构进行了规划

调整，根据业务板块构成，推行事业部机制，明确各事业部发展战略目标，为公司迈入新的

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管理，董事会对现行规章制度做出了新的补

充及完善，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公司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抢抓国企改革的政策机遇，顺势“互联网+”新走向，做大做强

智慧应用等新兴产业群，不断加快新常态下转型升级步伐。 

 

1.快速推进智慧交通产业。公司深入挖掘汽车与传统信息电子产业的结合点，充分发挥

自身积累的信息电子技术优势，在车联网、汽车电子、智慧交通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2015年，公司成功开发出V-smart公交与出租车智能化车联网系统。自主研发的智能车载终端、

监控和报站系统、视觉辅助系统、手自一体破玻系统、动态站点显示系统、客流统计系统、

智能充电管理、计费管理模块及自助终端等一大批汽车电子产品，除在杭州得到批量应用外，

还成功输出到国内其他汽车厂商。 

 

2.稳健推广智慧社区系统。公司开发的智慧公管房管理系统开创了公管房的新型服务模

式，在全国智慧保障房领域保持较大的领先优势。鉴于该系统具有强大的可复制性，应用前

景广阔，公司在市场的快速推广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15年，除继续垄断杭州市本级

全部公租房项目以外，业务范围进一步辐射到周边城区。同时，子公司易和网络荣获全国建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筑智能化50强企业光荣称号。 

 

3.抢占智慧商用产品高点。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餐桌、数字多媒体信息产品、商用显示

产品、以及自助服务终端、数子动态电子站牌等产品日臻完善，在市场上具备较好的竞争优

势。 

 

4.钢材转口贸易稳健增长。贸易业务紧紧围绕 “跨境贸易与市政建设供应商”双轮驱动战

略，着力提升内贸与外贸、贸易与金融的协同发展，在汇率巨幅波动、经济环境持续低迷的

情况下，稳健经营，积极稳妥开拓国际贸易业务，创新跨境贸易新平台。在内贸方面，不断

巩固和拓展钢材配送业务，积极打造市政建设供应商形象；再次成功中标市政钢材采购项目，

并取得2015年杭州市政建设年度优秀供应商称号（钢材领域唯一获奖企业），对后期进一步

拓宽业务、改善经营绩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子类产品 118,345,974.39 29,151,384.13 24.63% -49.75% 0.90% 12.36% 

房地产销售 1,245,256,088.90 -169,718,690.74 -13.63% 大幅上升 大幅下降 -19.00% 

网络集成服务 191,079,773.88 27,491,645.84 14.39% 72.41% 52.22% -1.91% 

商贸业务 697,952,969.44 7,465,388.88 1.07% 4.12% -46.56% -1.01% 

合计 2,252,634,806.61 -105,610,271.89 -4.69% 47.59% -219.60% -10.4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房地产项目本期交房确认收入所致；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房地产项目本期交房确认收入

相应结转成本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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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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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2015年12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同意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及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会

计估计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15年12月31日起执行，因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本

期净利润21,498,749.09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18,778,104.82元，少数股东

权益增加 2,720,644.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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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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