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8-38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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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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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854,906.74 897,685,573.52 1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034,596.77 19,569,484.43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293,289.22 13,210,682.70 3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9,583,316.65 -4,729,138.55 大幅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 0.063 1.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 0.063 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1.88% 增加 0.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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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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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5,839,138.30 3,926,459,736.04 -1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4,851,823.47 1,048,925,240.18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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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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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6,502 0   

周铃 境内自然人 0.82% 2,55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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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2,39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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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2,120,000 0   

#黎壮宇 境内自然人 0.51% 1,5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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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鉴玮 境内自然人 0.47% 1,465,900 0   

戴振平 境内自然人 0.40% 1,236,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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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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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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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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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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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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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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经营指标实现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985.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1% ，实现归属于上司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03.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38%。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回顾及经营情况分析 

1 聚焦主业，加大电子信息领域投入力度： 

（1）汽车电子：报告期内，公司成为浙江省5G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成为城市大脑项

目合作伙伴。有效配合保障了杭州新能源公交的运维工作，凌动、飞思卡尔、康迪中控等项

目的开发测试稳步推进，业务在福州、宁波、杭州桐庐等地不断拓展，同时，正致力于完善

完善iMX6，TCC8973平台的产品开发，满足车规前装市场的产品设计。  

（2）充换电设备：随着政府对新能源产业补贴的退坡，目前需方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

部分客户存在回款风险；而供方市场也是鱼龙混杂，行业内价格竞争非常激烈。公司的该项

业务，坚持自身技术与品质，同时挑选可靠的合作对象，报告期内仍以产品销售模式为主，

并努力寻找在“后补贴时代”参与充电运营项目和充电场站自动化改造的契机。 

（3）商用大屏幕多媒体：报告期内，公司对已有的萧山机场航显屛、中小学校园数字班

牌、校园洗衣机智能控制终端、自助充值机等产品进行了行业应用的深化创新。参与“最多跑

一次”改革项目，在自助服务类产品上投入了较大的研发力量，参与“杭州办事”24小时综合自

助机的投标工作。 

（4）智慧社区：报告期内，公司除继续保有杭州市本级公租房全部市场以外，在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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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安置房、社会型租赁房等多样性租赁房市场上也有突破进展，并对西安、南宁等外地市

场和教育系统公租房等新型市场拓展方面有了进一步推进；同时针对多样化的租赁房智能化

管理需求，加大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革新方向涉及到人脸识别、NB-LOT、ZIGBEE、

平台云服务等技术。随着公租房管理单位逐步将市场开放，各互联网企业依靠风头资源以低

价产品抢占市场，智能门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公司正不断打磨现有产品、紧抓市场导向，

打造“以智能化产品销售为中心，到工程自建、产品运维全产业链” 的布局。 

（5）智能化系统集成（弱电）：报告期内，业务稳定发展，实际销售收入、资金回笼、

利润率等情况均呈良好态势。充电站系统集成方面，根据杭州市杭州公交电动化发展规划，

正在积极对接，争取更多的充电站建设工程。 

 

2 战略引领，不断开拓房地产业务新局面： 

2018年上半年，在延续“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前提下，各地政府继续按

原定方向，对房地产市场实施调控。同时在中央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

求下，宏观流动性有所收紧，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融资成本随之上升，但房地产行业开发投

资规模同比增长9.7%，相信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会更平稳，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子公司中兴房产，正根据调控政策的指向与市场的变化，将经营重点由开发保障性住房

转为开发与经营商业住宅，同时，由主攻杭州市场到迈出步子“走出杭州”。 

报告期内，中兴房产的3个在建项目持续推进，景河项目提前合同约定时间6个多月交房，

御田清庭项目回款情况良好，新增集团公司停车场、宁波奉化等项目。公司下属衢州项目获

评“2018年度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奖（优秀勘察设计）”项目。 

 

3 创新驱动，商贸业务得到有力推进： 

报告期内，整体贸易环境不容乐观，但公司商贸业务以重塑业务架构、搭建供应链平台

为经营重点拓展新路径，同时深挖业务潜力，培育核心客户，各项工作得到有力推进。 

在业务架构上，已实现钢材业务稳健发展、大宗贸易持续发展、供应链业务蓄势发展的

良好态势，原有的业务架构被重塑并丰富发展为亿元规模的项目配送、亿元规模的电子及设

备类业务、2亿规模的大宗基础贸易业务、3亿规模的供应链业务，业务控制力和资源优势及

经营效益得到进一步体现。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拓展开拓了以浙江东方、浙商中拓、浙江物产等为重点的贸易业务

和代理业务；通过杭钢冶金和国海良时期货的深度挖掘，建立了基于钢厂的供应链业务，进

一步延伸了天津物产、上海华能等央企基于钢材成品的供应链业务；新进取得了基于杭州金

投为主体的机电设备购销一体化业务，建立了相对稳固的业务类型和模式，解决了数源科技

平台业务发展的瓶颈问题。 

 

4、自主创新，打造科研管理平台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助力集团公司通过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公司及子公司易和网

络分别收到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

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5、加强内控，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要求，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搭建、优化更加适合公司管理模式的内部控制体系，不断完善公司内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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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制度；公司财务部门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及内控制度的要求，对公司发生的每一笔业

务做好风险控制的把关工作。通过以上各环节的衔接以及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保障了

公司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提升了公司的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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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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