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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7                            证券简称：迪威迅                            公告编号：2018-097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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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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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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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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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26727722 0755-2672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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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18,131.27 207,183,192.46 -3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91,440.03 1,110,367.93 -1,32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242,064.66 157,474.54 -9,7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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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429,113.38 -45,594,935.82 8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3 0.0037 -1,324.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3 0.0037 -1,32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0.15%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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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685,939.66 1,296,229,588.05 -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5,307,797.39 708,867,061.15 -1.9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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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9% 120,662,500  质押 120,661,297 

唐庶 境外自然人 0.88% 2,652,250    

刘丽红 境外自然人 0.87% 2,610,000    

倪伟波 境外自然人 0.72% 2,163,300    

肖棉洪 境内自然人 0.57% 1,705,000    

广州市裕煌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1,184,900    

蒋愚澄 境内自然人 0.36% 1,077,500    

王新 境内自然人 0.34% 1,020,000    

董彬 境内自然人 0.32% 970,729    

张文强 境内自然人 0.31% 9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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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庄肖锦洪过普通账户持有 475,00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230,000 股，合计

持有 1,705,000 股。公司股东董彬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970,729

股，合计持有 970,729 股。公司股东张文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910,000 股，通过信用账

户持有 30,500 股，合计持有 9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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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受宏观政策因素的影响，业绩有所下滑。2018年半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651.8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4.11%；营业利润为-1162.17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359.14万元。本期营业收入、营业利润以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完工的合同项目金额有所减少所致。 

具体业务回顾和执行情况如下： 

公司致力于智慧化服务领域的建设和运营，主要的业务包括城市智慧化服务、行业智慧

化升级和新型园区的建设，逐渐在数据服务、智慧交通、环境管理、新型园区、智慧安保等

领域形成成熟的服务体系。公司着力拓展的业务模式为：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BT服务模式、

PPP筹划和投资、以技术服务为基础的增值服务等，这些新的业务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公司的

业务成长空间。 

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市网新新思软件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平安科技为代表的金融客

户提供全面的、弹性的、可扩展的，高质量的IT外包服务，从咨询规划到架构设计、软件开

发、测试与集成、运营维护等方面推动客户持续创新和创收。本报告期内确认收入金额8006.6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3%。 

公司与鄂尔多斯高新区合资成立鄂尔多斯高投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主要是投资、建

设和运营鄂尔多斯至北京及全国大中城市的云计算光缆传输网络。公司负责鄂尔多斯云计算

产业园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是公司构建优势综合数据服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8

月，公司签订了鄂尔多斯云计算产业园区4号数据机房BT建设项目，项目金额约2.45亿元。截

止2018年6月30日，收入确认金额为203,301,230.96元。本报告期内，项目已验收完成，进入

审计结算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整体业务布局。2018年5月，公司投资设立了珠海横琴迪威

睿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和丰富公司融资及对外投资的渠道、

扩大投资业务范围、整合上下游业务的产业链并对投资项目实现专业管理，提升投资效率和

投资效益水平。2018年6月，公司投资设立了深圳市迪威数据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需求，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数据业务相关的

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业务，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增值应用服务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从事数据业务相关的投资、运营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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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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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