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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9-68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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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617,028.26 1,019,854,906.74 -5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785,495.66 20,034,596.77 -2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437,038.11 17,293,289.22 -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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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462,617.19 339,583,316.65 -8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 0.064 -2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 0.064 -2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1.90% 减少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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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5,330,100.31 3,241,412,204.47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8,991,528.36 1,056,012,615.58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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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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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刘曜 境内自然人 1.11% 3,461,602 0   

周铃 境内自然人 0.85% 2,66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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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4% 2,62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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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 2,200,000 0   

#黎壮宇 境内自然人 0.53% 1,666,666 0   

张鉴玮 境内自然人 0.52% 1,613,100 0   

杭州西湖新能

源汽车运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1,469,000 0   

湖南天生我才

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6% 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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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公司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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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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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黎壮宇持有的 1,665,966 股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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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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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42361.7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3244.75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578.55万元，重点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做优做强电子信息主业。积极拓展智慧政务、智慧教育等智慧应用新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二次中标华数综合自助机项目，同时积极拓展针对中小学校园智能化应用的教育行业产品

及解决方案。新能源汽车电子业务稳步推进，成功中标腾冲市智能化公交项目（一期），桐庐智能化公交

项目（二期）已基本完成交付并投入运营，康迪中控项目、谷易项目等开发工作稳步推进。充换电设备及

运营平台研发工作实现突破，是2019年度国网合格供应商，为充电平台业务拓展打下坚实基础。系统集成

业务方面，与部分知名房产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下半年将继续推进与万科等房企的深入战略合作。

智慧社区业务除继续保有杭州市本级公租房全部智能门禁市场100%份额以外，在市本级安置房、人才房、

社会型租赁房等多样性租赁房市场上也有突破性进展，已顺利完成杭州下沙教师公寓项目，并继续努力向

外地市场推进。 

（二）积极开拓外地市场，展开房地产业务新局面。2019年上半年，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各地

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跟进政策，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以确保市场平稳运行。上半年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

交规模稳中略降，新房价格表现平稳，但各线城市市场分化更加明显。前期公司房产业务主要布局于杭州

及其周边地区，在杭城楼市走向理性的过程中，公司彻底告别了“保障房”开发的舒适区，走出了自己熟悉

的领域，进入竞争高烈度的商住地产开发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紧密围绕

“抓机遇，严管理，促转型，谋发展”的经营思路，在保证杭州本地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外地市场，其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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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项目已按计划进度稳定有序进行，此外还对湖北利川、浙江衢州、浙江诸暨、浙江湖州、南京、北京、

苏州等多地块进行考察和调研。  

（三）专注努力直面市场，有力推进商贸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核心客户发展重点业务的原则聚

焦供应链业务，立足自身资源直面市场，通过加强对外交流深度开展与省物产集团、省东方集团、省冶金、

杭州城建、杭金投、国海良时期货、西湖比亚迪等客户的深度挖掘，不断开拓钢坯、螺纹钢、电子设备等

产品为主的供应链平台，有效增强了业务的稳定性、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和形成一般贸易、项

目配送、供应链业务为重点的业务平台，业务构架更趋稳定，双平台优势进一步发挥，业务控制力和资源

优势将得到进一步体现。 

（四）聚焦技术发展前沿，进一步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报告期内，作为2019年度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立项的“融合多种通信模式的车载智能终端与云信息平台的开发”通过了省科技厅专家组的现场中

期检查；作为核心骨干成员参与建设的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新能源汽车电子重点企业研究院”经过省科

技厅专家组现场核实、网上公示等程序后，正式通过验收，并获得验收证书；参与合作的“5G助力西湖景

区巴士自动驾驶与管理”项目获得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IMT-2020(5G)推进

组主办的“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二等奖；基本完成了杭州市重大科技项目“新能源汽车双向充电桩充

电关键技术研发”，该项目将于下半年进行验收；申请专利6项（其中发明3项），获得专利授权10项（其

中发明2项）。 

    （五）重人才、强管理、担责任，巩固加强公司内部建设。报告期内，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

拓宽引才渠道，完善人才体系，保障人才梯队培养战略的实施。在内部管理方面，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三大管理体系有效运行，保证公司业务工作稳定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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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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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31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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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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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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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