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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章国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兴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兴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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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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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52,843.26 241,744,071.26 2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65,291.96 5,150,628.02 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05,896.59 2,377,682.72 8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3,613,619.35 198,522,697.79 6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 0.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 0.01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0.49% 增加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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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4,387,801.04 3,926,459,736.04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38,991,739.99 1,048,925,240.18 -0.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2,205.5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15,077.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2,345.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586.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871.50  

合计 1,459,395.3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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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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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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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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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刘曜 境内自然人 1.04% 3,252,602 0   

海通证券资管－

招商银行－海通

通源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0.77% 2,398,853 0   

周铃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2,105,720 0   

宁波比高世纪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比高丰赢 A 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1,849,915 0   

#黎壮宇 境内自然人 0.48% 1,490,600 0   

张鉴玮  0.47% 1,472,100 0   

杭州西湖新能源

汽车运营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1,378,000 0   

戴振平 境内自然人 0.40% 1,243,42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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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40,252,503 人民币普通股 140,25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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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6,536 人民币普通股 4,726,536 

刘曜 3,252,602 人民币普通股 3,252,602 

海通证券资管－招商银行－海通

通源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98,853 人民币普通股 2,398,853 

周铃 2,105,720 人民币普通股 2,105,720 

宁波比高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比高丰赢 A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49,915 人民币普通股 1,849,915 

#黎壮宇 1,4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0,600 

张鉴玮 1,47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2,100 

杭州西湖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

司 
1,3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8,000 

戴振平 1,243,427 人民币普通股 1,243,4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在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中，杭州西湖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司是西

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联营企业的联营公司。公司经询问杭州西湖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

司，其持有的本公司 1,378,000 股股份，系该公司在 2017 年 9 月 1 日以前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买入，2017 年 9 月 2 日至 2018 年 4 月 26 日，期间未有买卖变动。公司认为，

杭州西湖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司在买入本公司 1,378,000 股股份的时点，与西湖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018 年 4 月 26 日，

公司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发现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9 日进行高管变更备案登记，杭州西湖新能源汽

车运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沈宏凌同时担任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经询问得知，沈宏凌已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辞去杭州西湖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据此，公司判断，在 2018 年 1 月 9 日-4 月 10

日以外的时间内，杭州西湖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司与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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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黎壮宇持有的 1,49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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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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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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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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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说明： 

2018年3月31日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期末数为449,693,379.77 元，2018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期末数为502,706,390.32

元，差额53,013,010.55元，系现金流量表现金期末数扣除了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标准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42,351,707.15

元，保函保证金7,300,000.00元，用于质押的定期存款3,361,303.40元。 

2017年12月31日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期末数为343,618,507.20 元，201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期末数为

461,347,034.55元，差额117,728,527.35元，系现金流量表现金期末数扣除了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标准的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41,767,298.64元，保函保证金7,352,672.67元，因预转现办理抵押物变更保证金65,000,000.00元，用于质押的定期存款

3,608,556.04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2017年底，本公司共计持有久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久融控股”，股票代码：HK2358）45,970.6万股股份，占该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约为8.401%。 

近年来，久融控股透过其全资附属公司进入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品、充电设施及智能管理系统的建设、应用及管理；云生态

大数据的应用及管理等领域，公司经营业绩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为分享久融控股成长带来的收益，公司对久融控股股份进行

增持。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持久融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共计3,220万股，涉及资金总额约为563万港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54 万元。截

止到报告期末，公司共计持有久融控股49,190.6万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8.99%。报告期内，该项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16,188,369.14 元人民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HK2358 久融控股 
15,872,05

0.05 

459,706,0

00 
8.40% 

491,906,0

00 
8.99% 

72,127,56

1.90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合计 
15,872,05

0.05 

459,706,0

00 
-- 

491,906,0

00 
-- 

72,127,56

1.90 
0.00 -- --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章国经     

  

                                                                                                                                                      

201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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