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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7-38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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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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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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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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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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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 - 

电话 0571-88271018 - 

电子信箱 stock@soyea.com.cn -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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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685,573.52 608,422,009.33 4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569,484.43 16,275,415.04 2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210,682.70 8,047,431.50 64.16%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29,138.55 153,774,557.23 大幅下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 0.055 1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 0.055 1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 2.22% 减少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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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7,326,509.80 4,664,167,078.30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3,173,211.35 1,040,274,508.94 0.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8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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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3% 141,602,941 1,350,438  0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

粤财信托－粤

财信托·浦发绚

丽 5 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4,726,536 4,726,536  0 

周铃 境内自然人 0.80% 2,505,720 0  0 

上海通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智远定增 I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3% 2,290,688 1,890,614  0 

财通基金－平

安银行－东吴

创新资本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1% 1,890,614 1,890,614  0 

财通基金－上

海银行－富春

定增增利 1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6% 1,755,570 1,755,570  0 

黎壮宇 境内自然人 0.50% 0 0  0 

聂荣孙 境内自然人 0.38% 0 0  0 

银泰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2% 1,000,0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

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981,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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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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平安银行－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财通基金－上

海银行－富春定增增利 12 号资产管理计划同为财通基金旗下的二个项目计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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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壮宇所持有的 1,570,000 股，全部系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聂荣孙所持有的 1,17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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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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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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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房地产业 

报告期内，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企业改革

创新，通过深化产业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公司智慧型产业转调创步伐，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努力实现智慧型产业的合理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9,769万元；实现利润总额6,436万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57万元。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一）汽车电子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电子业务配合厦门公交金砖会议进行了动态站点显示屏的开发工

作；完成了省重大专项项目的中期考核；协助进行2018年浙江省重大专项项目申报指南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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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智慧交通专项申请工作。并且，通过了IATF16949（全称“质量管理体系—汽车行业生产

件与相关服务件的组织实施ISO9001的特殊要求”）体系认证。 

在充电桩业务方面，我们旨在向国内新能源推广城市、地区运营商提供方便快捷的充电

桩，投资建成数源科技爱易充服务运营平台，进一步加快推进充电服务平台建设的产业投资

战略，抓住机遇加快推动充电设备的产业化。在2017年上半年，公司研发生产的直流充电桩、

交流充电桩已实现了批量销售，获得2017年浙江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创新高峰论坛“最佳创意

奖”。在研发上，主要产品正往智能化、群充群控方向发展。 

（二）智慧社区、系统集成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智慧社区业务除继续保有杭州市本级公租房全部项目以外，对外地市场的拓

展有了实质性进展。2017年上半年，业务范围拓展到西北某地区，我司的无线AP方案、卡与

钥匙分离方案已确定被当地某开发单位采用。在新型市场开拓方面，公司针对商租房、农居

点、城中村、学校等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针对目前产品系列过于单一、不匹配部分外

地市场等问题，公司通过对产品研发研发中心的人力补充、加大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

取得了一些突破：在新产品研发方面，完成AP管控系统软件平台、二代密码锁的研发工作。 

在智能化系统集成（弱电）方面，截至2017年6月底，完工智能化工程项目3个（东方海

岸一期项目、申花一号苑项目、三墩北单元A-R21-03地块经济适用房项目）。在充电站系统集

成方面，完成充电站资金回笼任务；完成东部软件园区充电站投标及电力施工工作；完成田

园充电站六个交流桩改直流桩工作等。 

（三）商贸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商贸业务再度中标杭州城建材料采购中心市政钢材供应项目，这也是第

三次中标该项目。上半年，公司商贸业务结构有所调整。建材配送、金属贸易、电子设备等

主要业务有所突破但也压力并存，新增两家贸易渠道和优质客户。 

（四）房地产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子公司中兴房产成功竞得杭州市西湖区翠苑单元杭政储出[2017]4号地块国

有土地使用权。地块面积3984㎡，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兼社会停车场用地，容积率2.2，建筑

面积8764.8㎡。保障房方面，三墩北A-R21-03地块（景河03地块）项目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

协调下于春节前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并于5月31日至6月20日在项目现场集中交房，交房比合

同约定时间2017年底提前约半年。管理方面，子公司中兴房产完成一级资质延期工作。 

（五）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顺利完成 

2017年1月13日，历时一年的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顺利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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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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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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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有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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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于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及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

利完成有利于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使公司资产负债率将得以降低，财务风险有效降低；同

时可以减轻流动资金压力，从而促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保障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六）基础管理工作 

公司开展了质量体系、知识产权和资质管理相关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数源科技、

易和网络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转2015版工作。组织申报了省市科技项目3项，并协调省、市科

技项目的实施和验收工作。 

在资质管理方面，完成了易和网络浙江省安防一级资质年审、系统集成三级资质年报等

工作，组织项目负责人、安全员上岗培训，完成了易和网络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考核、

中级职称申报等工作。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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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的通知》，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为：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

计准则第 1 号——存 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 

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财

会〔2017〕15 号）。  

上述会计政策自2017年6 月12日起施行。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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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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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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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章国经 

 

 

                                                             201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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