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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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占新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因公出差

被委托人姓名
饶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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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夏智慧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66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迟晨

杜雪娇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 1 幢北四楼
A4068 室

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 1 幢北四楼
A4068 室

电话

0571-87753750

0571-87753750

电子信箱

master@teamaxsc.com

xuejiao.du@teamaxs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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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55,860,408.92

405,603,901.55

-36.92%

65,071,334.38

125,031,291.89

-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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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5,238,785.82

126,410,820.72

-48.39%

-178,394,188.52

-882,563,093.09

79.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5

0.1487

-59.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5

0.1487

-59.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2.23%

-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7,388,183,639.64

7,105,415,045.11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24,424,632.99

5,659,368,901.10

1.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93,09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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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锦州恒越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16.41%

179,339,000

0 冻结

179,339,000

西藏朝阳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15.80%

172,751,760

0 质押

172,751,760

北京浩泽嘉业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有限公司 人

9.40%

102,704,613

0 冻结

102,704,613

安徽京马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7.50%

81,940,556

0 冻结

81,903,678

成都市川宏燃 境内非国有法
料有限公司
人

7.10%

77,649,982

0 质押

77,649,981

广西索芙特科
境内非国有法
技股份有限公
人
司

6.92%

75,619,382

0 质押

39,714,538

江阴浩然明达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中心（有限
人
合伙）

3.81%

41,601,869

0 质押

41,601,869

上海谷欣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3.76%

41,072,425

0 质押

41,072,336

聂宗道

0.79%

8,618,319

0

0.70%

7,636,425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公司上述股东中，实际控制人梁国坚和张桂珍合计持有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的股份、梁国坚持有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 51%的股份，因此，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与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
的说明
流通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排名第九的股东聂宗道，共持有 8,618,319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4,914,520 股,
明（如有）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703,79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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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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加大市
场开发力度，加强公司体系内企业的资源整合，协同管理，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业务稳定开展，公司的
发展战略继续稳步向前推进。
1、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3.88亿元，比期初数71.05亿元增加3.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7.24亿元，
比期初数56.59亿元增加1.15%；实现营业收入2.56亿元，同比2018年营业收入4.06亿元减少36.95%；取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507.13万元，同比2018年净利润12503.13万元减少47.9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07.13万元，较2018年同期12503.13万元减少47.96%
2、2018年度，公司中标了一系列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在2019年度继续开展合作。主要有天夏科技在贵定县
教育基础设施及城市管理配套设施项目中被确定为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人民币9.03亿元，在延津县基础教育提升暨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建设PPP项目中被确定为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人民币2.4亿元，现这些项目处于详细设计和建设准备
的过程中。
3、2019年初，天夏科技顺利拿到CMMI5级全球软件领域最高级别认证，标志着天夏产品研发能力与管理水平等方面
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标准，进入优化管理级的最佳实践阶段。
2019年天夏科技凭借技术优势及丰富的落地实践经验荣获2019中国政府信息化方案案例创新奖，展示了行业典型案例
应用的实力和创新。作为智慧城市行业大平台建设和整体解决方案的领军品牌，天夏科技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在全国十余个
行业中的各类应用场景中广泛实践。同时，天夏科技聚焦5G相关细分领域，落实相关基础业务建设，为发力5G环境下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夯实了基础。
4、报告期及未来几年，公司重点推广智慧城市2.0运营平台业务。智慧城市2.0运营平台主要内容包括：
（1）系统建设运营化。以长期运营营收的系统设计为出发点，基于基础运行数据进行智能解析，为更多的外部接入
系统提供更有价值的数据和智能化的服务，实现系统整体可运营化。
（2）数据采集智能化。采用更广泛的数据采集方式和更智能的数据提取技术，以保证从海量的数据信息源中抽取到
匹配的关键数据，从而满足系统的数据要求。
（3）实施建设可调节化。根据实施点可调节的“1+N”建设模式。“1”表示基于地理信息基础的跨行业信息和数据共享
交换的智慧城市公共平台，是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N”表示多个行业应用，包括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商圈、智
慧教育、智慧消防等行业的扩展。系统整体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功能自主调节，满足全方位的系统功能需求。
（4）系统关联紧密化。利用高内聚低耦合的软件设计原则，保证各系统之间的关联紧密，模块职责明确，具有更好

3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的可复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5）平台运行统一化。遵循统一可调节的运营实施平台体系，使各个行业应用系统之间的连接、数据交换、服务管
理统一化、标准化，从而使系统整体由下至上实现平台化的运营。
5、智慧城市相关城市信息化产业的不断完善，给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5G时代的即将来临，给城市信息
化产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2018年度公司承接的5G移动宽带项目，在2019年度继续开展合作。2019上半年度，公司已中标的贵定县教育基础设施
及城市管理配套设施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9.03亿元）和延津县基础教育提升暨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建设PPP项
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2.4亿元）等，处于详细设计和建设准备的过程中。5G相关业务也在重点开展和有序推进。5G移动宽
带项目是基于运营商网络，为各个地区提供网络宽带基础建设，该项目为后续公司承接5G其他相关项目奠定了良好基础。
5G通信服务让数据从传统的应用系统中高效流动起来，全面完成数据交换共享及应用。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以及物联网设
备的接入，5G通信带宽的需求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在物联网基础上5G技术对于智慧城市构建有突破性作用，是智慧城市
建设的基础。公司为5G应用场景准备了广泛的服务，借助自己的技术积累、强大的研发能力和高水平服务能力，参与智慧
城市以及通信系统相关项目的构建，在5G市场已具备竞争力。目前公司正在拓展5G智慧能源建设项目，在未来几年，公司
将基于与运营商的合作基础，逐步拓展5G相关项目，并争取在各地区逐步落地5G其他相关项目建设，这将为公司带来更多
的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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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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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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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