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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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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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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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7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苑逸

马晓琳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 1377 弄绿地中央广
场 1 号楼 22 层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 1377 弄绿地中央广
场 1 号楼 22 层

电话

021-51791699

021-51791699

电子信箱

digiwin-zhengquan@digiwin.com

digiwin-zhengquan@digi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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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02,033,403.01

656,878,885.99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743,221.54

40,217,245.88

-13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3,292,776.81

31,889,938.97

-17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590,201.79

-29,733,5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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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5

-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5

-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3.06%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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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589,822.09

2,269,797,270.27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76,239,313.88

1,401,929,568.89

-1.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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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China
Software（BVI） 境外法人
Limited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5.08%

39,971,265

0

TOP
PARTNER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7.44%

19,712,242

0

STEP BEST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5.60%

14,835,624

0

TALENT
GAIN
DEVELOPME
NTS LIMITED

境外法人

3.83%

10,154,327

0

MEGA
PARTNER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2.19%

5,794,284

0

EQUITY
DYNAMIC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1.60%

4,233,171

0

COSMOS
LINK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29%

3,406,625

0

鼎捷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2,012,723

0

潘静

境内自然人

0.54%

1,439,800

0

FULL CYCLE
RESOURCES
LIMITED

境外法人

0.53%

1,411,7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2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Digital China Software (BVI) Limited 和 TALENT GAIN DEVELOPMENTS LIMITED
同为 中国香港上市公司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码：00861，HK）间接控制
的持股公司； TOP PARTNER HOLDING LIMITED、STEP BEST HOLDING
LIMITED、MEGA PARTNER HOLDING LIMITED 和 COSMOS LINK HOLDING
LIMITED 均系公司的创始股东、前高 管团队、骨干成员及上述人员的亲属的持股公
司截至报告期末为一致行动人，其一致行动关系已于 2020 年 7 月 4 日签署《<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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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协议>解除协议》解除。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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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坚持“创造客户数字价值”的企业使命，根据
国务院与工信部相关指导方针，围绕国家在“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的战略布局，
公司坚定推行“智能+”的战略方针，以“一线(改善管理提升效率)、三环(聚合资源促进连动)、互
联(重组资源跨界融合)”的实践路径为开展主轴，积极拓展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与新
零售领域业务，通过改善经营管理、优化运作流程、实现价值交付等方式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升级。
2020年是公司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国家与各地政府高度重视“新基建”的历史背景
与时代机遇下，公司持续贯彻落实“智能+”战略方针的，以“深化升级换代，智能制造快速抢占市
场”为经营主轴展开：聚焦行业经营，快速拓展智能制造业务，打造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标杆案例，抢
占智能制造大型客户市场份额；以专业的行业化管理议题为发展基础，进一步发展和丰富服务商品；
发展工业APP，推动管理软件云化，透过云和工业互联网应用的推广，促进连接客户，提供数据信息
服务，提高创收能力。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企业客户生产经营受到影响，同时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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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紧缩支出等不利因素，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影响。公司所处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属于人
力成本占比较高的行业，利润对收入的敏感性较大。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公司积极应对，调整经营节
奏，关注因疫情衍生的新需求，依据疫情对需求方的影响，调整经营和管理议题。
7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权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公司主要股东
Digital China Software（BVI）Limited（以下简称“DC Software”
）将其持有的鼎捷软件15.19%的
股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富联“）
（股票代码：
601138），工业富联与鼎捷软件管理层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22.85%，成为鼎
捷软件第一大股东。
通过良好的股权结构调整，与工业富联的合作能进一步完善在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的布局，推
动IT与OT的创新融合，双方将围绕在工业自动化、工业软件、工业大数据、工业智能等方面各自的优
势能力，打造更加成熟的智能工业系统，助力我国制造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惟双方探索
IT+OT的融合是个较长周期的过程，目前双方在业务层面的合作仍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直接、固定
的业务合作模式，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利润不造成重大影响。
同时，公司节省费用，提升人员效率，降低疫情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疫情客观上也进一步推动和
加速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公司仍会继续投入资源发展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新零售应用，以完善业务布局，实现战略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2,033,403.01元，同比减少54,845,482.98元，同比下降8.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43,221.54元，同比减少54,960,467.42元，同比下降13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扣除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3,292,776.81元，同比减少
55,182,715.78元，同比下降173.04%。
（二）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发展情况
1、智能制造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及政府提倡大力支持与发展“新基建”的历史机遇，
公司加快推进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相关业务，持续深化与工业富联、华为云等大型企业集团的业务
合作，并积极推动与各地相关政府单位的协作。基于多年服务制造业数字化管理的经验优势，围绕“智
能制造方案的规划与整合者”、
“智能运营方案的提供者”的业务定位，推动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业务
的快速增长。
（1）完善产品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方案的迭代升级，完善智能制造领域的产品线与应用功能：公
司发挥自身在软件领域的优势，通过制造执行系统(MES)、先进排程系统(APS)、智能仓储管理系统
（WMS）、质量管理系统(QMS)、数智工厂战情室(FWR)等产品线的迭代与推广，打造数字工厂相关的
IT+OT整体解决方案，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数字化管理需求，助力制造业客户实现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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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积极完善在工业互联网领域解决方案的布局，推动工业互联网开发平台的发展，提升
PaaS层对于工业APP开发的支撑能力，加快各类工业APP的研发与应用部署。加速提升软件于云端数据
分析处理的能力，并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底层数据集成，强化对生产现场数据和远程设备运行数据
的采集能力，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更加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应用的解决方案。
（2）聚焦行业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汽车零部件制造、装备制造、电子、半导体、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等优
势产业，深入挖掘企业生产管理痛点，以行业场景为主轴，企业精进管理为核心，夯实产品发展架构，
实现产品联动协作发展，完善细分行业解决方案。面对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公司积极反应，
快速完善在芯片设计、芯片生产、外延片管理、晶圆级封测、集成电路封测、分立器件封测、LED封
测等细分领域的运营数字化、生产智能化业务的布局，通过自身多年的行业应用经验，助力半导体企
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
（3）积极参与各类政府及相关单位协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江苏省、山东省等多地多省、市级政府及相关协会部门组织的各类智能
制造相关活动，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电子产品可靠性
与环境试验研究所、江苏省信息化协会、青岛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多个单位合作，累计合办线上公
益课程约50场，覆盖人数超过10000人次。
（4）智能制造营销与品牌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以“以智战疫 加速转型”为主题，连续举办多次包含“新冠防控”APP的线上产
品说明会；聚焦汽车零部件制造、电子、IC设计、装备制造、品牌制造及烘焙等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研讨会，聚焦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应用、精益生产等热点议题的方案研讨与展示。积极主办走进智
能制造样板工厂等近百场线上直播，快速提供解决方案与服务，累计吸引3000多家制造与流通企业参
会，全方位展示公司面对疫情带来产业数字化转型冲击的及时应变能力，为广大企业遭遇突发疫情危
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下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强力的协助与支持。深化公司智能制造领导者品牌形
象，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影响力持续增强。
2、新零售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餐饮、烘焙、零售行业受到巨大的冲击，经营
业绩大幅度缩减。面对流通零售领域所面临的困难与调整，公司积极调整策略，针对餐饮、烘焙业的
行业特点，通过新零售云中台的解决方案，优化餐饮企业的运营流程，全面助力流通零售企业提升综
合竞争力。
未来，公司将不断推进在流通零售领域的业务拓展，积极推动产品创新变革，进一步提升新零售
方案的竞争力，拓展前台智能设备厂商的应用场景合作，促进新零售领域实施方案的多元化发展。
3、发展服务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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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转型方向，全面实施服务商品体系，以客户管理效益为导向，聚焦客户管理
议题，发展配套的服务工具和实施方法，从传统的软件延伸收入转变为议题+软硬件延伸的商业模式。
在新签约客群中，价值销售的覆盖比例大幅提升。服务模式的变革，不仅提升了经营效率，而且切实
改善了客户的应用效果，从而了增加客户粘性，形成了营收增长的多元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围绕企业管理议题，持续改进基于传统管理软件产品的服务商品模式，完善
服务商品的内涵与运作机制，进一步提炼适配于制造业与流通业领域的管理议题，深化服务商品交付
物的层次，形成价值交付的实施方法，有效缩短项目周期。
4、产品研发与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各研发领域的进展情况如下：
（1）管理软件领域
在 管理 软件领 域，持 续推 进管理 软件 的功能 升级 与智能 化： 完善 T100产 品的开 源数 据库
(PostGreSQL)搭配与华为云鲲鹏架构的兼容性适配改造，并通过华为鲲鹏云服务兼容性技术认证；深
化E10的财务智能化，在一键式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智能财务月结功能，大幅降低财务
人员使用系统门槛及处理日常事务负荷。
推进管理软件云化改造与云应用研发：推进管理软件与智能制造等相关产品的云部署，积极发展
云端应用，推进小微企业市场的A1商务云应用，推广工业APP、云端IT智能运维等云端SaaS化应用，
满足客户日常办公事务与运营管理需求。在BI领域，推出敏捷型BI（Tip Biu BI）产品，通过云端订
阅模式，提供在线管理报表设计器，丰富管理模板，降低使用者分析门槛，让客户快速建立企业的数
据分析模型。
（2）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智能制造领域的研发与应用：聚焦智能工厂相关的数字化、智能化需求，
持续优化制造执行系统（MES）
、智能仓储管理系统（WMS）、先进排程系统（APS），推进质量管理系统
（QMS）与数智工厂战情室（FWR）、智能制造中台等多个产品的研发与迭代升级；进一步完善智能制
造整体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工业APP的创新方法与运营模式，推进工业互联网领
域的平台研究与应用：持续推进“设备水晶球工业APP”、
“营运监控云工业APP”
、
“设备点检工业APP”
的更新与推广；完成、”设备控制台工业APP”
、
”设备任务管理工业APP”
、
”设备云视界工业APP”、
”设
备厂勘精灵工业APP”的开发与测试。通过服务订阅收费模式，提供企业低成本、轻交付、易维护的
SaaS软件服务。
（3）移动应用领域
基于企业移动管理场景，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加速移动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致力于成为领先的
智能移动平台供应商。报告期内，持续围绕移动平台与移动门户两大核心产品进行迭代研发，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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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上线。移动平台增加录入组件、数据引擎，实现移动端数据采集的完整支持，降低项目交付成本，
增强产品竞争力。
（4）服务商品领域
通过对制造业战略议题的解构，从研发设计、报价接单、生产计划、采购备料、财务核算等各环
节切入, 涵盖ERP、MES、PLM、HRM、BPM等多个管理软件的应用领域, 新开发完成制造行业服务商品3
个（工艺质量管理规划、高新申报提效规划、装配顺序检查物料齐套规划等），不断丰富与拓展服务
商品库。
5、持续拓展与完善海外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国际化布局，但由于东南亚地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越南、
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实行封城策略，对于在地化业务推广造成较大困难。疫情情况于6月开始好转后，
公司在东南亚的经营已开始逐步恢复。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在东南亚地区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丰富公司的境外销售渠道，推广轻方案、
易交付的服务商品，持续完善在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业务布局。
6、品牌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大力推动“新基建”，发展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的政策号召，坚
持“创造客户数字价值”的企业使命，树立“智能+”品牌形象，通过与政府、战略合作伙伴共同举
办系列活动、打造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与示范案例，透过新媒体、互联网平台及协会等渠道，持续深化
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的专业形象。
报告期内，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各类线下活动大幅暂停或转为线上举办，公司受邀
参与了多场次由各地政府主管部门、产业协会或其他业内组织举办的线上会议或课程活动。受邀参加
工业富联主办的“新基建·新未来”产业数字化驱动高质量发展暨工业富联A股上市两周年云端高峰
论坛，与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创新与突破。受邀参与由《餐饮老板内参》组织的餐企
战“疫”系列公开课，为烘焙企业抗击疫情积极复工提供全面的方案支持与专业建议。
报告期内，公司快速推出“新冠防控”APP积极助力各地制造业企业复工复产，获得各级省、市
级政府主管单位的认可：入选湖北省经信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供免费使用的云产品和服务目
录”、入选广东省工信厅“广东省工业互联网服务商支持疫情防控应用产品（第一批）”；入选浙江经
信委“第四批浙江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产品和服务目录”等荣誉。同时，公司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影
响力持续增强：完成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工业APP分类分级和测评》测评,入驻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工业APP汇聚平台”,入围中国信通院的供需对接目录。
7、员工发展
（1）完善人力制度，提高组织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人力资源机制，优化组织管理体系、健全人才选拔、管理体制，深化战

7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略式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制度的变革，不断推进与完善公司“专业能力与管理能力双轨制”。进一步
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使员工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更紧密的相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企
业可持续发展。
（2）优化人才配置，注重人才培养
报告期内，为配合公司战略转型需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全体员工向“智能+”战略转型
发展的信心与决心，公司不断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开展了“价值销售”
、“价值交付”与“智能制造”
等为主题的专业培训，不断提升员工专业技能与凝聚力。
报告期内，持续推动公司“专业能力与管理能力双轨制”的人才管理战略，完善公司能力认证体
系，改善认证方式，以提高员工项目管理、沟通与协调、问题分析与解决三大共通能力与专业能力为
出发点，优化人才结构，提高中高职级的比重，塑造专业晋升通道。完善人力资源考核机制，推动公
司干部能力盘点，建立选拔与评估机制，确保干部的合理选拔与淘汰；建立健全干部储备机制，以确
保公司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梯队的完整。同时，公司将积极创新绩效机制，发展以目标为导向的利润
分享机制，探索利润单元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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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
（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
）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
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
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
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本公司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同意上述会计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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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