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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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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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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22,926,150.90 97,254,493.73 118,596,979.88 17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60,687.68 3,878,681.83 4,309,072.79 2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677,750.33 -5,542,989.94 -5,542,989.94 大幅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194,085.72 58,885,637.52 48,925,698.89 23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012 0.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012 0.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36% 0.26% 增加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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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391,040,626.33 3,144,887,864.38 4,325,377,873.61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13,132,880.67 1,076,359,819.60 1,811,348,492.7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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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7,9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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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90.7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626,352.4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8,637.6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031,076.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7,832.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213.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1,727.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1,606.19

合计 2,582,9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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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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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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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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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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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 141,602,941 0

杭州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7% 43,904,536 43,904,536

杭州西湖数源软

件园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5% 19,757,149 19,757,149

苏州市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31% 15,015,015 15,015,015 质押 15,0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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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13,513,513 13,513,513

王成 境内自然人 1.88% 8,526,299 6,0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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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8,036,306 6,006,006

许建松 境内自然人 1.49% 6,780,156 6,756,756

顾建花 境内自然人 1.32% 6,006,006 6,006,006 质押 6,006,006

湖南天生我才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5,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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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41,602,941 人民币普通股 141,602,941

湖南天生我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5,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60,000

陈黎 4,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0

王成 2,520,293 人民币普通股 2,520,293

#金卫军 2,342,750 人民币普通股 2,342,750

杭州西湖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2,240,527 人民币普通股 2,240,527

#黎壮宇 2,07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9,800

海通证券资管－招商银行－海通通

源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3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0,300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1,231,497 人民币普通股 1,231,497

黄海 1,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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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的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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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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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9,800股公司股份、金卫军持有的90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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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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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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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责表项目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09,025,705.42 518,939,414.53 36.63%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000,000.00 - 大幅增加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

致

应收款项融资 - 44,100,000.00 大幅减少 主要系本期持有融资票据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41,814,006.99 15,129,933.78 176.37% 主要系本期预付账款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5,160,713.04 9,696,872.23 159.4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园区改造项目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530,063,018.37 382,368,629.60 38.63% 主要系本期票据融资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44,952,907.42 65,657,617.95 120.77% 主要系本期票据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50,573,058.84 15,453,824.30 227.25%

主要系本期房地产项目预收房款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3,974,892.74 6,877,378.44 -42.20%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期预提薪酬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212,422.97 1,289,576.89 149.11%

主要系本期房产项目合同负债待转销项

税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11,505,722.72 1,103,422.72 942.73%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377,015.58 -9,900,715.84 大幅减少

主要系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变动

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43,806,323.27 253,460,280.57 -43.26%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分利、减

资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22,926,150.90 118,596,979.88 172.29% 主要系本期商贸类业务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78,796,732.48 76,957,901.67 262.27%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4,934,951.38 2,741,934.33 79.98%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706,276.44 2,556,531.20 -33.26% 主要系房产项目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052,836.17 4,063,518.05 -74.09%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932,203.99 -965,132.37 大幅减少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净利润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0,887,618.98 1,404,792.19 675.03%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减少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5,505.36 -20.67 大幅减少

主要系本期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07,967.38 - 大幅增加 主要系本期处置资产获得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8,262.44 613,649.86 -33.47%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2,194,085.72 48,925,698.89 231.51%

主要系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969,603.27 14,450,100.45 17.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1,624.96 10,967,801.08 -96.61%

主要系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79,537,723.88 74,345,825.48 141.49%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大幅增加所致

4、现金流量表说明

2021年3月31日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期末数为681,579,908.22元，2021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期

末数为709,025,705.42元，差额27,445,79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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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44,178.30元,�保函保证金1,901,618.90元。

2020年12月31日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期末数为502,042,184.34元，202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

期末数为518,939,414.53元，差额16,897,23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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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5,611.29元，保函保证金1,901,61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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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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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2358

久 融 控

股

15,872,

050.05

公允价

值计量

51,971,

823.80

-3,476,

299.74

-13,

377,

015.58

0.00 0.00 0.00

48,495,

524.06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资

金

合计

15,872,

050.05

--

51,971,

823.80

-3,476,

299.74

-13,

377,

015.58

0.00 0.00 0.00

48,495,

524.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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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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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6年1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报告期内，共使用募集资金274.88万元，其中，汽车（含新能源汽

车）智能终端及城市交通信息化平台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271.61万元；智慧社区建筑楼宇智能化项目使用募

集资金 3.27� 万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18,

647.38�万元。

2、2020年1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报告期内，共使用募集资金572.43万元，其中东部软件园园区提升

改造工程和“智云社”众创空间项目改造工程使用募集资金 572.43�万元；诚园置业自持部分升级改造项目

0元；支付购买股权交易对价0元；偿还上市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0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结余募集

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 14,675.03�万元。

六、对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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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100 1,100 0

合计 1,100 1,1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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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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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年01月06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 2020年

度经营情况

询问公司2020年度经营

情况

2021年02月25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业绩预

告情况以及公司

业务等情况

询问公司业绩预告情

况以及公司业务等情

况

2021年03月21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业绩情

况

询问公司业绩情况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章国经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09� � � �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8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书面表决召开。 有关会

议召开的通知，公司于2021年4月24日以专人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公司现任董事5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董事5名。全体监事及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其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全

资子公司拟出售其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执

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09� � �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9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书面表决召开。 有关会

议召开的通知，公司于2021年4月24日以专人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公司监事会成员3名，实际

出席监事3名。经出席会议的全体监事审议、书面表决后，一致同意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对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公正、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信息披露和误导性陈述。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1）公司不存在不得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2）公司本次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和公司的相关规定；（3）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节约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4）公司已说明并承诺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如需要使用此部分补流资金，公司将及时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补流资金款项到期后，公司应将其按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

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会

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准确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09� � �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1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240号文核准，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 ）于2020年12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5,075,075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为6.66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1,132.08万元（不

含税）后，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账户（账号为：20000018570500037465914）人民币48,867.92万元。另扣减验资费、律师

费和登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44.81万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8,723.1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20年12月

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0]� 6780号）。

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以下方向：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支付购买股权交易对价 16,762.99

2 诚园置业自持部分升级改造项目 7,481.66

3

东部软件园园区提升改造工程和“智云社”众创空间项目改造工

程

7,039.61

4 偿还上市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16,690.75

5 结余部分 748.10

合计 48,723.11

上述募投项目中，“诚园置业自持部分升级改造项目”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诚园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诚园置业” ）负责实施，“东部软件园园区提升改造工程和‘智云社’ 众创空间项目改造工程” 由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股份” ）负责实施。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1年4月25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34,105.31万元，公司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14,675.04

万元（包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14,617.80万元以及银行利息收益扣除手续费等支出的净额57.24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额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额（万

元）

1 支付购买股权交易对价 16,762.99 16,762.99 0.00

2 诚园置业自持部分升级改造项目 7,481.66 0.00 7,481.66

3

东部软件园园区提升改造工程和

“智云社”众创空间项目改造工程

7,039.61 651.57 6,388.04

4 偿还上市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16,690.75 16,690.75 0.00

5 结余部分 748.10 0.00 748.10

合计 48,723.11 34,105.31 14,617.80

三、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在确保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不含房地产开发、对外投资等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其中拟使用控股子公司诚园置业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拟使用控股子公司东软股份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将按时将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事项经2021年4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公司关于募集资金的说明与承诺

1、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减少银行借款，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

营效益；

2、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相抵触，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不含房地产开发、对外投资等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

4、在上述资金使用期限届满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及时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分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若募投项目建设加速，导致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后留存的募集资金无法满足募投项目建设需求， 则公司须将该部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以满足募投项目资金使用需求；

5、公司在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交所和公司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可以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补流资金款项到期后，公司应将其按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1）公司不存在不得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2）公司本次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和公司的相关规定；（3）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节约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4）公司已说明并承诺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如需要使用此部分补流资金，公司将及时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补流资金款项到期后，公司应将其按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民生证券认为：数源科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民生证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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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其参股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实现项目的投资收益最大化，集中优势资源在核心战略目标上，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房产” ）拟在杭州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出售的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宁波奉化

宋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8.36%股权（以下简称“拟出售资产” 或“标的资

产” ），转让价格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320号）的评估值为依

据，不低于128,584,818.24元，最终以杭州产权交易所挂牌成交价为准。

（二）本次交易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全体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的独立意

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目前尚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因本次拟出售资产将在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征集受让者，目前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公司将根

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受让者条件如下：

1、意向受让方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企业法人；

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并具有良好商业信用；

3、意向受让方参与本次收购应不存在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4、意向受让方须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概况

1、公司名称：宁波奉化宋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MA2AHN734Q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徐晓丽

5、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捌仟零玖拾叁万伍仟伍佰叁拾贰元整

6、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南山路147号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81.64%

2 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36%

合计 100%

9、失信被执行情况：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10、历史沿革：

标的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2日，系由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集团” ）投资设

立，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2018年6月奉化宋都房产新增出资660,935,532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680,935,532元，本次增资后的

股权结构为：宋都集团出资555,935,532元，占注册资本的81.64%；中兴房产出资125,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8.36%。

11、运营情况说明及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3,120,402.01 1,141,466,870.19

负债总额 278,929,954.74 362,199,531.04

应收款项总额 621,544,573.60 728,906,036.63

净资产 694,190,447.27 779,267,339.15

项目

2021年1-3月

（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7,379,050.51 1,799,126,946.82

营业利润 4,563,718.08 165,132,186.32

净利润 3,421,734.56 123,630,93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1,348.04 58,837,699.79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公司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对交易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2、评估基准日：2021年3月31日

3、评估方法：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4、评估结论：资产账面价值973,120,402.01元，评估价值979,282,995.27元，评估增值6,162,593.26元，增值

率为0.63%； 负债账面价值278,929,954.74元， 评估价值278,929,954.74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694,190,

447.27元，评估价值700,353,040.53元，评估增值6,162,593.26元，增值率为0.89%。

（三）交易标的其他情况说明

1、标的资产类别为股权资产；

2、不存在与被评估资产相关的抵押、质押、对外担保、未决诉讼、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

3、公司及子公司中兴房产不存在委托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形；

4、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均由股权变更后的标的企业承

担；

5、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

6、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由于拟出售资产将在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对手尚不明确，尚未签署交易合同及协议，无履约

安排。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披露标的资产转让的进展情况。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实现公司对标的资产的投资收益最大化， 集中优势资源在核心战略目标上，

并为今后的企业盈利提升奠定基础，使得主业做大做强，低关联资产及时有效转换为核心资产。同时符合公

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次交易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根据

最终成交结果确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资产评估报告》；

4、《审计报告》；

5、《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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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各类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通过分析、评估和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对2021年第一季度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

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转回 转销/处置 其他

坏账准备 16,175.11 -985.65 103.11 - - 15,086.35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153.08 9.39 - - - 162.47

存货跌价准备 678.36 0.16 - 0.79 - 677.73

合计 17,006.55 -976.10 103.11 0.79 - 15,926.55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对2021年第一季度利润表影响数合计为-1,293.61万元， 主要系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976.10万

元，转回、转销、处置等减少减值准备103.90万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1年3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

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4、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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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

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 2021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要求做出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

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

及其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

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

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

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

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

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租赁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能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租赁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

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财会

〔2018〕35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权益。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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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持有控股股东

比例发生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西湖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湖电子集团” ）《关于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10%国有股权完成划转的通知》，通知

称“根据杭州市国资委《关于西湖电子集团部分国有股权转持有关事项的通知》（杭国资产[2019]8号），现

已将杭州市人民政府持有的西湖电子集团10%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 。截至本公告日，西湖电子集团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工商备案登记，浙江

省财务开发公司持有西湖电子集团10%国有股权。

二、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是浙江省财政厅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法定代表人：杨强民

3、设立日期：1992年6月30日

4、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5、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6、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华浙广场1号28楼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470034213R

8、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三、本次股权划转前后公司产权及控制关系变化情况

（一）股权划转前股权关系

（二）股权划转后股权关系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西湖电子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杭州市人民政府，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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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西湖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湖电子集团” ）《关于启动划转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90%国有股权的通知》，通知

称“根据杭州市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杭国资改[2020]132号），为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精神，决定将杭州市人民政府持有西湖电子集团90%的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至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资本’ ）”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杭州

资本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和最终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日，西湖电子集团尚

未完成本次国有股权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

二、股权划转方案

1、股权划转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2、划转股权及价值：杭州市政府持有西湖电子集团的90%国有股权，涉及国 有净资产账面价值2,208,

956,761.45元。

三、杭州资本基本情况

杭州资本是杭州市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法定代表人：金旭虎

3、设立日期：2018年11月28日

4、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5、营业期限：长期

6、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柳营巷19号201室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CFRGP3C

8、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经营的资产，投资与投资管理

及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与处置，股权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批发、零售：煤炭（无储存），有色金属，钢铁原料及制品，木材，焦

炭，纸浆，化工产品及原料、沥青（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黄金制品，塑料原料及制品，普通机械，

建筑材料，水泥，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除药品），棉花，饲料，燃料油，石油制品（除成品油，除化学危

险品及易制品化学品），玻璃制品，纸制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水暖器械，汽车配件，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

件及配件，电子产品，针、纺织品；食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本次股权划转前后公司产权及控制关系变化情况

（一）股权划转前股权关系

（二）股权划转后股权关系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西湖电子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均未发生

变化。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事项完成后，杭州资本持有西湖电子集团90%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五、其他

1.�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之情形，可免于发出要约。

3.�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涉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等后续工作，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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