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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7                 证券简称：天源迪科                     公告编号：2020-39 

深圳天源迪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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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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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源迪科 股票代码 3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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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琴 谢维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1801 号国实

大厦 10 楼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1801 号国实

大厦 10 楼 

电话 0755-26745678 0755-26745678 

电子信箱 v-mailbox@tydic.com v-mailbox@tyd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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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00,443,616.21 1,592,925,775.61 1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0,685,580.92 44,807,137.01 3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8,301,823.89 34,862,700.10 3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15,836,660.36 -30,667,269.21 2,10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2 0.0702 35.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2 0.0702 35.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 1.4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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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1,764,807.75 5,740,434,752.51 -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97,889,643.72 3,149,958,956.24 1.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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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友 境内自然人 9.24% 58,937,772 0 质押 28,317,705 

陈兵 境内自然人 5.42% 34,545,588 0 质押 24,017,838 

陈鲁康 境内自然人 3.40% 21,702,518 0   

谢晓宾 境内自然人 3.01% 19,221,633 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2.96% 18,873,399 2,280,575   

杨文庆 境内自然人 2.24% 14,314,632 0   

魏然 境内自然人 1.37% 8,715,815 -1,011,200   

谢明 境内自然人 1.06% 6,789,369 -958,600   

谢雄友 境内自然人 0.97% 6,186,650 -27,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裕益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0% 5,767,421 -1,038,8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主要股东陈友、陈兵、陈鲁康、谢晓宾、杨文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一致行动。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谢仁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730,015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143,384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873,39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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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谢雄友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18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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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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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归母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主要原因是由于管理层克服COVID-19疫情带来

的负面影响，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积极拓展新客户、新业务品种实现业务规模的扩大；通过管理

提升、流程优化、科技赋能实现降本增效；通过调整业务战略，突出核心优势，化解存量客户中传统业务

的下降因素。 

在金融板块，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研发投入，形成智能语音机器人、智能质检员、金

融风控安全计算平台、普惠金融服务平台等金融产品，应用于业务场景，助力智能运营，提升了运营服务

效率和净利率；金融机构大力引入业务运营外包服务商，公司先后在电催、电销和信审业务外包方面获得

多家大型银行的外包服务资质，为后续收入规模增长奠定了基础；积极拓展新客户、研发新产品做大业务

规模，参与了多家大型银行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建设，与多家海外银行签约为其提供数字银行整体解决方

案。报告期内，在银行、保险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增幅较大，金融板块业务收入首次超过电信板块。 

在电信板块，公司保住传统业务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大基于运营商云网融合一体化转型，5G+网络、

业务支撑、计费、消息、行业创新应用等方面的研发，并结合行业发展方向，加大数字化运营投入，推出

名师云课堂、融媒体等数字化运营服务，取得良好成绩。报告期内，电信行业项目验收较去年同期有延迟，

电信行业收入和利润略有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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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板块，报告期内中标情况较去年同期有较大提升，在公安行业结合当前公安业务发展要求，以

及自身业务经验与技术积累，推出了警务数据中台、智慧交管平台、治安防控平台、铁骑指挥平台等智能

化应用，并在江苏、广东等地客户得到广泛应用。 

在军工板块，公司从2017年开始投入，研发了大数据平台、智慧营区及后勤、指挥、仿真业务系统等

产品和解决方案，已逐步在军工行业推广使用，报告期内已有多个项目中标。 

    云与智能在垂直行业的应用。1. 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数字化采购业务有大幅增长，连续中

标多家大型央企国企，同时，公司加大数字化采购平台的研发和市场投入，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与

阿里云的渠道合作，智能客服业务赢得企业和政府等多行业标杆客户，公司将持续增加研发投入，未来将

在产品和运营上加深与阿里云的合作。2. 继西安和石家庄市政府“最多跑一次”项目交付后，公司已形成自

有知识产权的智慧政府“数字中台”，包括打造智慧城市领域的城市底座，支撑数字政府领域的政务中台，

拓展垂直行业领域的行业中台，以及构建运营一体化服务的数字运营等，并开始在全国多个中型城市实施。

受疫情影响，智慧政府项目在报告期内的收入结算较少，收入主要体现在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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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

组》 

2020年4月2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1）执行新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

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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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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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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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户，减少0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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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原因 

武汉天源迪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迪科数据”） 新设 

西安迪科数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迪科数金”） 新设 

西安迪科云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迪科云起”） 新设 

合肥金华威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金华威”） 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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