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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4                           证券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2019-063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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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源信息 股票代码 30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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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东 廖莉华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武大园
三路 5 号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武大园
三路 5 号 

电话 027-59417345 027-59417345 

电子信箱 zqb@icbase.com zqb@icbase.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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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0,016,763.45 5,148,285,771.48 2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825,475.62 215,576,968.70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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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7,359,826.79 183,095,982.95 -1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2,736,808.71 -108,407,139.61 -188.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2 0.1818 -22.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2 0.1818 -22.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6% 5.0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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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0,005,103.50 6,466,161,678.73 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45,347,812.05 4,575,928,273.57 1.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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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ZHAO 境外自然人 13.66% 160,920,000 120,690,000 质押 70,74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其他 8.92% 105,109,391 105,109,391   

赵佳生 境内自然人 7.44% 87,598,312 87,598,312   

烟台清芯民和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7% 53,853,127 53,853,127   

北京海厚泰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海厚泰契约型私

募基金陆号 

其他 4.35% 51,209,427 51,209,427   

高惠谊 境内自然人 2.77% 32,638,259 32,638,259 质押 26,100,000 

南京丰同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 32,638,259 32,638,259   

九泰基金－中信

证券－九泰基金

－锐源定增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51% 29,570,261 29,570,261   

侯红亮 境内自然人 2.36% 27,765,040 0   

乌鲁木齐融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 26,181,309 0 质押 15,8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MARK ZHAO 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惠谊为MARK ZHAO 的岳母；

赵佳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帕太董事长兼总经理；侯红亮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鼎芯无限董事长兼总经理；乌鲁木齐融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公司

董事胡戎、胡斌控制；上述其它股东，公司未知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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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侯红亮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552,06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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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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手机摄像头单摄向双摄、多摄发展的机会以及国家电网对电力计量采集产品的更

新换代机会，公司大力推广公司相关产品及解决方案，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10亿元，同比

增长24.51%。但同时一方面受到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影响，部分下游客户表现出观望态度，采购

行为偏向保守；及另一方面，受手机行业及汽车行业出货量下降影响，公司高毛利率的产品销售收入有所

下降，综上因素影响，导致公司2019上半年度实现净利润1.66亿元，同比下降23.0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同比下降19.52%。 

公司本报告期的具体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6,410,016,763.45 5,148,285,771.48 2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825,475.62 215,576,968.70 -2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7,359,826.79 183,095,982.95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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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0,005,103.50 6,466,161,678.73 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45,347,812.05 4,575,928,273.57 1.52%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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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抓住市场机遇，发展新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整合，抓住市场发展机会，大力发展公司手机通讯市场

业务，同时也在汽车、家电、安防监控、工业控制、消费类电子等传统领域拓展市场，此外，公司也积极

向人工智能、智能家居、工控新能源等领域进行开发，向下游客户推广公司代理的相关产品线，同时，公

司积极寻求新的机会，代理新品牌，如祥诚科技、亿芯源、思锐浦、进芯电子、启英泰伦、芯海科技等产

品线，向新兴市场、新客户拓展业务。 

2、自研芯片不断进行迭代开发 

报告期内，自研芯片EEPROM产品除了在传统家电领域推广，还加强在电表、摄像头模组等智能终端

应用的推广，部分客户已验证通过并开始小批量试产。同时为满足SJ-MOSFET的不同应用，公司不断对相

关产品线进行完善，积极进行原产品的升级迭代，提高产品性能。此外，公司也在进行其他新产品的研发。 

3、深入开发相关解决方案及模块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对解决方案和模块的研发力度，在抄表通信模块、预付费电能智能管理系统、

智能电能表（双芯方案）、铁塔/基站储能BMS、电动汽车BMS、电动助力车BMS、低功耗门铃控制板、

风机电子自动控制器、蓝牙燃气购气卡、电子纸服饰吊牌、燃气表控制板、射频项目、嵌入式项目、蓝牙

项目、电子标签货架项目、智能语音项目等多个模块、方案及项目进行立项研发，同时积极在市场上进行

推广。其中，智能电能表（双芯方案）已研发完成，样机已经送测；电动助力车BMS客户已开始进行批量

生产；电动汽车BMS项目已完结；蓝牙燃气购气卡、电子纸服饰吊牌已经完成样机制作，等待客户评测结

果；射频项目中部分相关模块开发已完成；蓝牙项目中，蓝牙手环方案和电动牙刷方案已经与客户配合，

支持客户量产，蓝牙手环方案已经大规模量产；电子标签货架项目已完成， 正处于试产阶段；智能语音

项目已开发相关语音+WIFI模块，正处于试产阶段。 

4、积极参与终端产品招标，研发相关衍生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南网终端产品智能断路器的招标，并在南网市场各招标地区贵州电网、广东

电网等中标，2019年6月份起陆续出货。此外，公司积极研发相关衍生产品，如塑壳断路器控制板、小型

断路器等。 

5、紧随市场方向，布局新的市场 

除以上业务外，公司也在积极布局新的市场，包括5G基站、5G传输端和5G终端产品等全产业链市场；

在泛在电力物联网市场，公司进行基于IR46标准的智能电能表的研发与市场推广，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国

网IR46标准电能表的研发工作，并于2019年7月19日召开了产品发布会议。同时，公司积极立项研发具备

蓝牙通信功能的智能断路器，布局新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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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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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

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及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调整。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

型。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具体会计政策见附注三、（十）（十一）。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期初列示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期初

比较数据不做调整，将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减值准备形成的预期信用损失调整至信用

减值损失科目，上期比较数据不做调整。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

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

月31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月
1日余额 

资产：    

应收账款 1,866,137,781.76 4,836,600.48 1,870,974,382.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810,036.10 -7,810,036.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8,271,921.98 38,271,921.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467,365.18 -907,053.97 16,560,311.21 

股东权益：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78,797.87 7,615,471.47 11,694,269.34 

其他综合收益 25,892,205.64 22,846,414.41 48,738,620.05 

未分配利润 781,532,892.45 3,929,546.51 785,462,438.96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月

31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

月1日余额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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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13,816,412.48 -1,514,048.54 112,302,363.9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810,036.10 -7,810,036.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8,271,921.98 38,271,921.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89,152.27 378,512.14 5,167,664.41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7,615,471.47 7,615,471.47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22,846,414.41 22,846,414.41 

未分配利润 68,987,088.75 -1,135,536.4  67,851,552.35  

（2）执行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

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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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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