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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6-79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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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欣 - 

电话 （0571）88271018 - 

传真 （0571）88271038 -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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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422,009.33 616,938,930.41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275,415.04 19,838,677.23 -1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047,431.50 16,593,152.21 -5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3,774,557.23 -231,620,767.62 大幅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2.66% 减少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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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784,034.05 4,395,222,506.19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3,232,578.17 726,035,810.22 2.37% 

注释： 

1.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大幅下降所致，本

期中兴房产主要以房地产去库存为主，销售收入均来自各项目公司尾盘存量房的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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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房产项目公司对

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有所增加所致。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主要系本期房地产项目预售房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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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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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52,503 140,252,503  0 

施慧 境内自然人 0.80% 2,362,200 2,362,200   

杨治华 境内自然人 0.76% 2,238,932 2,238,932   

黎壮宇 境内自然人 0.51% 1,509,633 1,509,633   

季茂荣 境内自然人 0.42% 1,227,310 1,227,310   

银泰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1,000,000 1,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价值成

长双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2% 945,200 945,200   

陈春玉 境内自然人 0.31% 920,700 920,7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低碳先

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900,000 900,000   

丁玲 境内自然人 0.27% 800,280 800,2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杨治华所持有的 2,238,932 股，全部系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黎壮宇所持有的 1,423,5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133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季茂荣所持有的 1,227,310 股，全部系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陈春玉所持有的 920,700 股，全部系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丁玲所持有的 820,280 股，全部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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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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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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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创新，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目标任务，

全力推进产业转轨升级，积极营造智慧型产业集群，努力实现企业良性化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0,842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418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628万元。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一）汽车电子业务方面 

公司智慧交通产业稳步提高，公司承担了省重大科技专业项目（省级重点研究院）—“面向新能源汽

车的车载智能终端的研发”和“基于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安全运营管理系统”。公司参与的部省合作项目“基

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智慧交通应用示范项目与国内一些知名企业进行了初步合作，公司各事业

部积极参与并推进车联网、智慧交通应用示范项目，重点开展车载智能终端的研发应用。  

（二）智慧社区业务方面 

数源科技的智慧社区多级管控系统在智慧保障房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2016年上半年，业务范围

在外地市场有进一步突破。同时，在市场拓展方面，利用现有的存量市场，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主要突破口，

联合当地的系统集成商或保障房代建单位，利用优势互补，共建共管共赢，共同开拓业务。 

（三）房地产业务方面 

公司借国家去库存东风，将今年定义为“去库存主题年”，子公司中兴房产采取各项措施，加大库存

销售力度，促进资金回笼。 同时，子公司中兴房产的新建、在建房地产项目均按工程进度稳步推进。 

（四）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工作 

近几年，公司利用自身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优势条件，深化由传统产业向智慧应用等新兴产业的转型升

级，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在以智慧交通、车联网、智慧社区为主导的智慧应用产业集群加大布局力度。

在此背景下，公司今年启动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投向汽车（含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及

城市交通信息化平台、智慧社区建筑楼宇智能化二个项目。通过前述二个项目的建设，能够为公司在智慧

交通车联网及智慧社区等重点业务的布局提供充足动力，提高公司在智慧城市应用服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及持续发展。 

在2016年8月10日，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五）基础管理工作 

公司开展了知识产权和科技信息相关工作。杭州市重大科技创新专项“基于云化架构的社区综合服务

平台及关键设备的研究与应用”通过了杭州市科委组织的项目验收。公司开展了质量环境体系推进和产品

认证工作：易和网络通过ISO9001、ISO14001、OHSAS18000三体系认证。 

今年3月份，易和网络通过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组织的国家系统集成资质评审，再次获得信息系

统集成及服务叁级资质；5月份易和网络再次评为杭州市安防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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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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