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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7                            证券简称：迪威迅                            公告编号：2019-024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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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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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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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002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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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5-26727234 0755-26727234 

电话 0755-26727722 0755-26727722 

电子信箱 ir@dvision.cn liudan@dvisio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经过多年的沉淀，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行业经验为依托，为用户提

供智慧视频、智慧物联产品及方案的供应商及服务商，并为新型园区提供解决方案的规划设

计、实施、运营的一体化服务，同时以智慧视频、智慧物联核心技术，为园区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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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总体业务布局 

 1、城市智慧化及行业智慧化 

公司重点关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痛点”和“难点”，并在智慧城市业务的参与过程中

逐步聚焦在智慧视频和智慧物联两大核心领域，基于多年研发的视频处理技术、视频分析技

术、激光视频显示技术以及物联网通讯技术，为用户提供视频会议、教育视频互动、安防智

能视频分析及激光显示产品和面向城市、园区、社区应用的智慧物联平台和终端产品，以及

相关整体解决方案。 

 2、新型园区的建设 

公司聚焦于建设智慧化新型园区，为地方政府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全方位服务。公司主要

依托业态规划、技术和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客户完成园区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运营。

同时运用智慧视频和智慧物联技术，以园区管理平台为载体，实现对园区的安全管控以及高

效管理赋能。 

 

    第二、主要业务模式 

1、采购模式 

本公司由采购部按订单采购模式统一负责对外采购工作，采购部根据生产情况、现有库

存、订单状况提出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包材等物资采购计划，并根据经批准的采购计划

安排采购，以最大限度降低资金占用，降低公司的采购成本，为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正常进行

奠定基础。 

2、生产模式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生产计划为依据，严格按照ISO9001的要求组织生产。产品的

生产包括合作外协厂进行的电子件和机械结构件的外协加工，及公司产品部进行的装配、老

化和检测。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包括产品销售、解决方案销售。 

城市和行业的智慧化包括产品销售和整体解决方案销售，分销和直销相结合。公司结合

自身的产品优势，在行业中筛选合格的分销商，将产品销售给分销商，并通过分销商渠道实

现对政府和行业客户的销售；涉及城市和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以直销为主，发挥自身产品和

解决方案的差异化优势，通过参与政府或行业客户的招投标进行销售。 

新型园区建设的销售是整体解决方案销售，公司发挥自身的跨行业整合能力，将自身及

合作伙伴的产品、资金、解决方案进行整合，为政府客户的园区产业升级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具体操作模式为PPP建设模式或招投标模式。 

 

    第三、行业情况说明 

    1.智慧城市发展迅猛 

    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一批示范性新型智慧城市。国家发改委提

出在“十三五”时期，将有针对性地组织100个城市开展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同时开展智慧城

市建设效果评价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慧城市，改

善人居环境，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核心，提高柔性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作为推动信息化与

城镇化同步发展的载体，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备受各方关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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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全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包括76%以上的地级城市和32%的

县级市，总计大约500座城市已经明确提出正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国家智慧城市的迅猛发展

为公司的业务拓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2. 智慧视频行业发展进入快速增长 

公司在智慧城市的业务拓展中，结合公司传统的视频业务核心技术，逐渐将方向聚焦在

智慧视频领域。目前，智慧视频主要应用于视频通讯、安防、智能交通、智慧教育、广电等

各个领域，覆盖视频前后处理、视频智能编解码、人脸识别、人的行为识别、车辆违法行为

检测、教学行为识别、视频数据结构化分析、视频内容分析等多种业务。 

一般智慧视频的技术的实现方式包括前端实现、边缘端实现、后端实现两种方法。前端

实现，是采用DSP或嵌入式处理器，在前端对视频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联动。它

的优点是视频无需远程传输、兼容性好、系统工作稳定等。后端实现，是将前端视频传送至

后端的服务器或者工控机上进行算法实现。它的优点是功能定义灵活、可实现复杂的分析算

法。边缘端的位置靠近前端，也采用DSP或嵌入式处理器，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前端设备的视

频进行视频数据结构化处理、视频分析和视频识别，不但可以利用前端已有的设备，也可以

大大减轻后端服务器的计算压力。 

随着2010年以来国内视频通讯市场、安防市场和智能交通市场的拓展，摄像头的大量普

及，导致视频处理类的技术（包含视频编解码、视频前后处理）得到广泛的应用，但随着摄

像头的广泛应用，视频图像的来源越来越多，使得以前通过人力进行视频监看和分析的方式

越来越难以维系，如何真正利用好这些海量视频，如何高效的通过这些视频得到有效的信息，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视频分析类和视频识别类的产品迅速发展，从安防市场

开始，并逐步扩展到智能交通和智慧教育等行业，技术从普通的模式特征识别向神经网络算

法递进，解决方案也从服务器产品向前端产品、边缘计算产品渗透。视频摄像机及相关系统

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联网传感体系，不断引领并拓展着物联网系统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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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59,396,420.20 557,472,620.70 -53.47% 445,888,89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909,508.60 -5,849,871.34 -2,667.74% 29,385,67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951,538.11 -13,704,016.45 -1,023.40% 25,676,036.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0,965.96 -58,816,251.47 88.37% -113,006,268.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93 -0.0195 -2,665.64% 0.09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93 -0.0195 -2,665.64% 0.09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8% -0.81% -24.97% 4.1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30,452,788.58 1,296,229,588.05 -20.50% 1,365,644,67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7,104,022.65 708,867,061.15 -22.82% 726,861,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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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8,951,045.84 77,567,085.43 62,636,273.63 60,242,01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8,034.40 -11,513,405.63 -16,826,318.30 -131,491,75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4,842.77 -12,597,221.89 -18,198,797.21 -120,510,67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549,308.37 -24,879,805.01 11,384,901.98 66,203,245.4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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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93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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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4% 113,596,040  质押 113,594,837 

唐庶 境内自然人 0.88% 2,652,250    

李经实 境内自然人 0.69% 2,063,600    

郑明兴 境内自然人 0.69% 2,063,300    

王磊 境内自然人 0.63% 1,895,300    

肖棉洪 境内自然人 0.57% 1,705,000    

王杭义 境内自然人 0.48% 1,433,000    

广州市裕煌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39% 1,184,9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35% 1,048,500    

曾照海 境内自然人 0.32% 9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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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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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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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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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9,396,420.2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3.47%；营业利润为

-168,116,973.07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61,909,508.60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利

润以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承建项目的出资方大多为当地政府

和平台公司，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项目推进情况有延迟，故报告期内收入确认金额及净利润

同比下降较多。同时，由于公司经营策略和市场情况变化，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较去年

同期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提供城市智慧化和行业智慧化的综合服务，为城市、行业智慧化

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智慧化演进服务，同时为智慧园区提供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服务。 

公司在智慧城市业务领域继续不断深入拓展，基于多年视频处理技术和今年发展出的视

频分析技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智能管理及技术支持服务。 

公司的智慧园区项目“和田地区于田县绿色生态脱贫产业园项目”已经正式开始建设，该

项目是公司智慧园区建设业务方面的重点布局，是自治区、地区的重点工程，该项目的建成

必将为和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支撑，同时也将

对完善当地工业园区产业布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对部分由于业务转型及技术更新而导致已无市场价值的资产和存货，进

行了处置或拨备处理，使得公司资产更为清晰、高效，业务领域更为聚焦，将有限的资源更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集中的投入到主业中去，为公司的业务布局和拓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利润以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承建项

目的出资方大多为当地政府和平台公司，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项目推进情况有延迟，故报告

期内收入确认金额及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多。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

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款”；将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 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

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 “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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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取得方式 

深圳市迪威数据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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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横琴迪威睿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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