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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4                               证券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2020-038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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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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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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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5,442,139,290.66 6,410,016,763.45 -1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201,053.31 165,825,475.62 -3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4,608,273.49 147,359,826.79 -2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524,622.82 -312,736,808.71 57.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0 0.1402 -35.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0 0.1402 -35.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3.56%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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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4,532,076.38 6,517,246,026.51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15,909,800.93 4,694,457,995.43 2.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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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 137,357,108 103,017,831 质押 31,70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其他 7.93% 93,432,991 0   

赵佳生 境内自然人 7.44% 87,598,312 65,698,734   

青岛清芯民和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9% 49,353,1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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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48,804,327 0   

高惠谊 境内自然人 2.77% 32,638,259 0   

南京丰同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 32,638,259 0   

九泰基金－中信

证券－九泰基金

－锐源定增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82% 21,3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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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19,636,009 0   

李文俊 境内自然人 0.90% 10,644,215 7,98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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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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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为公司董事、公司全资

子公司南京飞腾董事长兼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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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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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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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导致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风险增大，加之全球

性和地域性的政治摩擦和冲突不断，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42

亿，较去年同期下降15.10%，实现净利润1.07亿，较去年同期下降35.3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1.05亿，较去年同期下降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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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5,442,139,290.66 6,410,016,763.45 -1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201,053.31 165,825,475.62 -3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元） 

104,608,273.49 147,359,826.79 -2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524,622.82 -312,736,808.71 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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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4,532,076.38 6,517,246,026.51 -2.50%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15,909,800.93 4,694,457,995.43 2.59%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 

报告期内，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贸易摩擦影响，公司下游客户均受到不同影响。在手机、汽

车市场，疫情抑制终端客户需求减少，导致该市场业务销售收入下滑；在家电及电脑、平板市场，居家办

公兴起，加之公司配合客户进行智能家居的开发及产品升级，使得以上业务销售收入稳中有升；在安防监

控和工业控制市场，公司已深耕多年，该市场业务销售收入较稳定；在无线通信市场，受益于国内5G项目

的发展，公司代理的相关产品在下游重点客户出货量增加，销售收入有所增长；在智能仪表市场，公司不

断根据相关项目持续交付产品，加之下游客户对应产品需求增加，销售收入有所增长。除以上主要业务市

场外，公司也在金融电子、医疗电子、电力电子、生产代工等市场持续耕耘。 

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报告期内，公司也在不断寻求突破，代理新的产品线以及开拓

新的客户，努力降低外部环境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2、自研芯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自研的SJ-MOSFET芯片针对大功率工业计算机、通信电源、服务器电源等市场，推出

了更高性能、更具性价比的系列产品； EEPROM芯片针对电表、燃气表等工业级应用市场，在原有系列产

品基础上，推出了更高可靠性系列的产品。后续公司将重点关注三表和摄像头模组以及大功率电源和充电

桩的市场应用，加大自研芯片推广力度。 

3、解决方案及模块业务 

报告期内，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仍然持续加大对解决方案及模块的研发，对手环方案、

电动牙刷方案、TWS耳机方案、语音AI方案、超级电容方案、智能电能表（芯片解决方案）、5G/4G功放

模块、蓝牙模块、高速电力线载波通信模块、GPRS通信模块、离线语音学习型遥控器、各类工规BMS等

多个解决方案和模块的研发，同时积极在市场上进行推广。其中手环方案及电动牙刷方案已批量出货给客

户；TWS耳机方案已经完成了新版本方案并交由客户测试；语音AI方案对多家客户持续供货；超级电容方

案根据客户定制需求进行维护及开发；智能电能表（芯片解决方案）正常出货，销售收入稳定；5G/4G功

放模块已完成开发，目前交由客户进行评估；蓝牙模块在为老客户持续出货的同时不断开发新客户，满足

客户定制化需求；高速电力线载波通信模块根据客户中标情况提供产品，销售收入稳定。 

除以上模块及方案外，公司也正在研发WiFi模块、5G方案、音视频方案、LoRaWAN模块、LoRaWAN

核心板、工业级LoRaWAN网关以及用到智能燃气表和水表上的通用MCU方案等。 

4、终端产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终端产品智能断路器及相关衍生产品的招标，并在国家

电网和南方电网市场各招标地区如云南电网、广东电网、贵州电网、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等中标，且陆续

出货。但由于疫情停产影响，一季度开工时间少，分摊的固定成本上升，导致终端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 

除主要断路器产品外，公司也积极进行衍生产品的研发，根据客户需求研发及生产定制化产品。 

5、SMT代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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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与SMT代工客户进行沟通，但由于下游客户延迟复工以及终端客户需求下降，SMT

代工业务销售收入有所下降。同时，由于疫情停产导致分摊的固定成本上升，毛利率有所下降，目前已逐

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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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统称

“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2019年 4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合并：原列报报表项目“预收款项”上年年末余额"17,455,287.87"元，调整列报报表项目"合同负债

"17,455,287.87"元； 

母公司：原列报报表项目“预收款项”上年年末余额"1,970,170.34"元，调整列报报表项目"合同负债 

"1,970,170.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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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注销孙公司深圳市力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本期新增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孙公司云启汇网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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