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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7                            证券简称：迪威迅                            公告编号：2022-039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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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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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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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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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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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丹 李怡宁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 28 号方大城 T3 栋

12 层 1202-1203 室 

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 28 号方大城 T3 栋

12 层 1202-1203 室 

传真 0755-26727234 0755-26727234 

电话 0755-26727722 0755-26727722 

电子信箱 ir@dvision.cn ir@dvisio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信息技术服务 

（1）业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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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公司深圳市网新新思软件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以平安集团、博时基金和汇

添富基金为代表的金融、高科技与制造等多个行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弹性的、可扩展的，高

质量的端到端的软件驻场开发服务、IT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与数字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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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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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模式 

公司业务发展紧跟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变革，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下，形成了覆盖

信息技术服务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服务体系。公司的软件驻场开发服务是根据客户需求，为

其提供对软件、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试、运维、数据处理等全方位服务。该项服务聚

焦数字经济发展、充分赋能客户，形成了资源导向的技术服务。以新兴技术为导向的数字技

术服务，以及衍生的咨询与解决方案服务，从而满足了客户从系统或产品的构想到实现全流

程环节的信息技术服务需求。IT基础设施服务主要是帮助客户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服务，

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机器人等。三者之间能够有机结合，极大增强了客户的服务体验，

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公司致力于通过自身全面的综合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对数字经济发展

的支撑作用，为各领域客户在数字经济时代创造价值，成为数字经济使能者，“帮助客户IT领

先！”。 

（3）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与劣势、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网新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营业收入、人员规模和技术研发能力上均取得了较大进步，

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西安、成都、武汉、珠海等国内多个城市设立分公司或

办事处。目前网新公司已经成长为全国性的软件技术服务外包提供商，在各项能力的构建上

业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公司以国外先进的同行业企业为楷模，立足大湾区，逐渐向国际市场

渗透。在2021年度深圳新思斩获 “2020-2021年度最具影响力IT技术服务企业”以及“2020-2021

年度最具影响力数字化转型服务商”。 

公司目前专注于软件技术服务外包业务，当前的技术水平不仅能够满足客户对软件技术

服务外包的需要，同时能够为客户提供一定的增值服务。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公司技术研发

与储备主要围绕软件技术服务外包业务展开，同时对大数据、云计算、RPA、低代码和人工

智能等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的技术研究；另一方面，在软件研发工程技术管理上，公司通过了

CMMI5认证，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公司的技术特点体现行业的差异性和细分领域的领先性。因与同行业公司专注领域不同，

公司在细分领域中的技术积累有所差异，技术积累具有行业特点。公司专注于金融、互联网、

软件、娱乐、制造业、批发零售等行业，在该等细分领域中，公司的技术水平具有一定的领

先性。 

二、智慧城市和新型园区的建设与运营 

（1）业务内容 

公司重点关注城市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痛点”和“难点”，并在智慧城市和新型产业园

区业务的参与过程中逐步聚焦在要素管理和要素整合两大体系，基于多年技术积淀和实施经

验，为客户提供智慧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实施服务。目前系统体系处于从数字化、信息化

向智能化、智慧化演进；从辅助的工具系统逐步提升为自主能力系统的过程中。公司依托业

态规划、技术和资源整合等方面的经验积淀，基于技术提升和产业演变趋势，为地方政府和

行业客户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全方位服务，帮助客户完成城市和新型园区的规划、设计、实

施和运营。 

（2）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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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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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确保与顾客的期望相一致。公司的销售模式包括产品销售、解决方案销售。 

智慧城市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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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操作模式主要是招投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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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45,026,244.58 794,088,221.95 -6.18% 1,046,684,05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5,101,577.92 413,647,252.30 -38.33% 533,712,503.2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16,854,130.91 252,089,287.48 25.69% 525,263,96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619,605.14 -118,944,865.73 -44.29% 17,814,31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692,872.77 -116,169,500.06 -44.35% 5,457,52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1,716.59 38,856,984.07 -75.29% 127,489,478.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95 -0.3962 -41.22% 0.05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95 -0.3962 -41.22% 0.0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09% -25.09% -25.00% 3.3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0,891,058.29 52,651,989.41 58,722,937.14 154,588,14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38,985.83 -39,895,611.27 -15,648,308.53 -98,136,69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47,928.65 -30,605,322.76 -15,697,096.50 -103,442,524.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63,437.27 18,594,789.11 3,082,442.35 3,287,9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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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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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91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01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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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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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 47,328,285 0 

质押 47,328,285 

冻结 47,328,285 

上海飒哟港企

业咨询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4% 35,356,613    

上海兹果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 12,459,700    

李光明 境内自然人 1.40% 4,575,000    

刘育辰 境内自然人 0.97% 3,167,800    

深圳枫华信商

务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3,000,000    

季红 境内自然人 0.89% 2,900,000 2,900,000   

唐庶 境内自然人 0.81% 2,652,250    

吴文地 境内自然人 0.78% 2,550,000 2,550,000   

王婧 境内自然人 0.72% 2,350,000 2,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安策恒兴投资有限公司与季红为一致行动人，上海飒哟港企业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和上海兹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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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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