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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7                           证券简称：迪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7-078 

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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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威视讯 股票代码 30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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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丹妮 刘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茶光路中深圳集成电

路设计应用产业园 307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茶光路中深圳集成电

路设计应用产业园 307 

电话 0755-26727427 0755-86677035 

电子信箱 ir@dvision.cn liudan@dvis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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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83,192.46 103,311,527.82 10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0,367.93 -13,923,333.38 10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7,474.54 -15,643,261.65 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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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594,935.82 -21,948,810.88 -10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7 -0.05 107.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7 -0.05 107.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2.02%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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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745,552.09 1,365,644,671.82 -1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7,837,254.10 726,861,015.71 -3.9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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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安策恒兴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99% 120,077,500  质押 105,375,000 

张增荣 境内自然人 2.66% 8,000,000    

庄自艺 境内自然人 2.02% 6,063,300    

唐庶 境内自然人 0.88% 2,652,250    

余薇 境内自然人 0.84% 2,529,579    

安然 境内自然人 0.77% 2,320,198    

方惠芳 境内自然人 0.74% 2,212,900    

张页帆 境内自然人 0.58% 1,750,000    

福建旭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旭

诚十六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1,697,2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56% 1,69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及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北京安策恒兴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18,077,500 股，通过信用账户

持有 2,000,000 股，合计持有 120,077,500 股。公司股东庄自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6,063,300 股，合计持有 6,063,300 股。公司股东余薇通过普通账户持

有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529,579 股，合计持有 2,529,579 股。公司股东方惠芳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 50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212,400 股，合计持有 2,212,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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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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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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定，各项主营业务进展顺利。2017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07,183,192.4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54%；营业利润为286,608.9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60%；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为1,110,367.9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7.97%。本期营业收入、营业利润以及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完工的合同项目金额有所增长。 

     具体业务回顾和执行情况如下： 

     报告期，公司继续强化战略定位，专注于自身的能力建设和对外的服务实施，面对城市、园区、大型

行业用户，在数据服务、新型园区社区等城市新型元素的规划建设运营方面取得了进展，逐渐在数据服务、

智慧交通一体化、智慧园区等领域形成成熟的应用服务体系。 

     公司在上半年持续构建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数字化服务能力，数字化资产储备逐步形成。鄂尔多斯云计

算产业园区4号数据机房BT建设项目基本完工，预计三季度机房可以交付使用。公司在数据中心直连光纤、

IDC、IX、云计算等数据服务领域将以鄂尔多斯数据中心为基础起点，全面布局建设互联网数据中心的基

础链路能力和数据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联合中标丹阳市智慧城市项目，涵盖包括大数据中心、智慧停车、智慧照明在内

的智慧项目。2017年5月15日，公司与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了关于石墨烯科技馆、

党建展览馆和智慧城市三个项目的建设意向书，成为公司在智慧园区领域采用PPP创新模式的首个应用。

未来在新技术时代下，公司将全面结合PPP模式，为政府提供高效准确的行业服务数据源，输出高质量的

方案及结果产物，构建新业态下的商业模型。 

    技术及平台方面,公司继续完善以数据整合为基础、以云化和移动互联网为输出形式的管理运营平台的

积累和推广，在此基础上进行面向满足应用端需求的物联网融合和智能化叠加。在应用方面，公司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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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智慧社区，智慧交通体系，智慧环境体系等公司重点拓展的应用领域，将平台技术和整合能力紧密

结合，通过实践输出应用。研发方面，公司重点面向信息存储、高端显示，整合图像处理、音视频、虚拟

现实等技术，积极向“先进视觉”需求用户提供全系列的综合解决方案和全方位的应用服务。上半年，激光

显示重点推进的研发项目有：“12000lm工程一体机”、“新型直冷式激光光源机柜” 、“科视CP2208改造项

目”等，为未来“终端触点”的长远发展储备技术力量。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强化相关产业的生态布局，公司以发展战略为导向，围绕主营业务，公司进行了

一系列的资本布局。上半年公司参与设立股权并购基金，利用迪威视讯在智慧城市、数据服务产业的先期

布局，未来将投资于智慧城市、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项目。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累计申请有效专利84件，获得授权59件，其中已获发明专利22件，实用新

型26件，外观设计11件，累计获得软件著作权141件，软件登记产品证书34件，注册商标30件。报告期内

新获发明专利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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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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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 

名称 变更原因 

内蒙古大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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