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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7                            证券简称：迪威迅                            公告编号：2020-111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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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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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 28 号方大城 T3 号

楼 12 楼 1202-1203 室 
 

电话 0755-26727722  

电子信箱 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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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5,503,957.28 226,176,769.85 -4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46,594.41 1,338,901.58 -1,94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8,070,332.04 -139,743.58 -19,98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204,381.62 -34,505,785.06 -51.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4 0.0045 -1,9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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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4 0.0045 -1,93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5% 0.24%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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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245,890.60 1,046,684,051.06 -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9,052,539.07 533,712,503.23 -4.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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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4% 107,604,298  

质押 107,604,298 

冻结 107,604,298 

陈文健 境内自然人 1.54% 4,630,000    

刘育辰 境内自然人 0.96% 2,896,200    

唐庶 境内自然人 0.88% 2,652,250    

李湘南 境内自然人 0.61% 1,816,900    

黄轶承 境内自然人 0.50% 1,497,800    

韩玉东 境内自然人 0.39% 1,184,800    

胡晓 境内自然人 0.33% 1,000,000    

蒋愚澄 境内自然人 0.33% 997,500    

陆惠琴 境内自然人 0.33% 97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文健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890,00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3,740,000 股，合计

持有 4,630,000 股。公司股东刘育辰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06,20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790,000 股，合计持有 2,896,200 股。公司股东韩玉东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461,000 股，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723,800 股，合计持有 1,184,800 股。公司股东胡晓通过普通账户持

有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000,000 股，合计持有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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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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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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定位为卓越的城市智慧化综合服务商，致力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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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信息系统、大数据

应用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交付服务，并逐步推行运行托管、按绩效收费等深入行业内部的

业务模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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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物

联、数据挖掘核心技术进行流程优化和数据赋能，帮助客户实现产业聚集和业态升级。 

第一、总体业务布局 

 1、城市智慧化及行业智慧化 

公司一直以来重点关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痛点”和“难点”，基于多年信息技术开发

和应用实践的积淀，为用户提供视频会议、教育视频互动、安防智能视频分析等面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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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园区的建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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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园区管理平台，并以该

平台为载体，实现对园区的安全管控以及高效管理赋能，同时可以创新经营模式，通过满足

不同用户的诉求，实现园区新的盈利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3、信息服务和数据赋能 

为客户提供信息系统的开发和运维运营服务，提供数据采集分析服务，逐步开展运行托

管、按绩效收费的业务合作，这是公司未来重点发展的业务方向。 

     第二、主要业务模式 

1、采购及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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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了采购控制程序、原材料库存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存货的请购、审批、

采购、验收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严格按照规则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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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销售模式 

公司制定了销售合同管理制度，对标书、合同的有关要求和所做出的承诺进行评审和协

调，确保与顾客的期望相一致。在售后方面通过收集产品使用与售后服务信息，掌握市场需

求，改进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以实现售后服务的系统管理。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包括产品

销售和解决方案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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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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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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端到端IT服务叠加增值服务模式 

     公司控股的孙公司，深圳市网新新思软件有限公司为以平安集团、广发证券、汇添富基

金为代表的金融客户提供全面的端到端的IT 服务，在提供基础的定制化的软件系统开发全流

程服务的同时，还进一步提供高端的咨询服务、综合解决方案等助力企业数字化的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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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