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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4                           证券简称：佳创视讯                           公告编号：2018-028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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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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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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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创视讯 股票代码 30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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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汉辉 李剑虹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央西谷大厦 15 层 深圳市福田区中央西谷大厦 15 层 

电话 0755-83571200 0755-83575056 

电子信箱 avit@avit.com.cn avit@avit.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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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9,281,876.18 78,286,555.16 6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05,573.97 -19,310,197.28 11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221,058.74 -28,798,580.72 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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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833,909.04 -113,084,027.10 3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467 118.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467 118.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3.17%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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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961,096.08 910,645,897.16 -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4,830,841.49 541,488,900.30 0.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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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江 境内自然人 28.25% 116,716,168 91,399,626 质押 44,230,00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2.66% 11,000,000    

#夏海洪 境内自然人 1.84% 7,620,486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4% 7,202,340    

#李汉杰 境内自然人 1.43% 5,918,456    

黎虹 境内自然人 1.30% 5,353,000    

李冠文 境内自然人 1.25% 5,150,000    

黄超 境内自然人 1.09% 4,486,000    

周来娣 境内自然人 0.85% 3,499,500    

褚雯丽 境内自然人 0.83% 3,44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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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夏海洪个人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48,486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72,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620,486 股。公司股东李汉

杰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918,456 股，实际

合计持有 5,91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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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互联网游戏业 

2018年，广电行业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行业竞争的巨大压力。根据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与格兰研究共同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有线电视行业发展公报》，截止到2018

年一季度，我国有线电视用户总量环比减少563.9万户，降至2.39亿户。其中，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环比减少137万户，降至2.08亿户，数字化率为86.89%；有线数字电视缴费用户1.52亿户，

环比减少90.3万户，数字电视缴费率为73.26%；有线双向网覆盖用户1.69亿户，双向网络覆盖

率突破70%，双向网渗透用户达到8619.1万户；有线宽带用户季度净增97.9万户，总量达到

3633.2万户；高清用户季度净增55.8万户，总量达到9283.5万户；智能终端用户规模达到1458.2

万户；视频点播用户6134.5万户，其中4K视频点播用户873.3万户。截止2018年一季度，整体

行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1、有线数字电视缴费用户流失速度放缓，缴费率有所企稳；2、有

线双向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双向网络覆盖率超70%；3、4K发展提速，4K视频点播用户占

总视频点播用户的比重提升至14.24%；4、智能终端持续快速增长，用户总量近1500万户。 

2017年~2018年一季度中国数字电视用户发展情况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数字电视内容与应用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和系统集成商，专注广

电行业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的推广与产品的研发。公司长期重视对技术开发的投入，除了对

广电融合业务云平台、大数据应用平台、在线教育平台、智能操作系统（TVOS）、多屏互动

系统、智能终端等相关技术平台和应用软件系统进行开发外，还加大了对虚拟现实内容、大

数据分析、云游戏、云分发/云业务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并取得良好进展。公司（含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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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拥有已授权专利26项，其中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及外观设计专利4项、

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717项，8项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含联合申报）参与制订3项国家

行业标准，承担并完成15项国家、深圳市重点科技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积极拓展广电业务市场，深化与广电运营商的合作，多个省份的业

务合作规模实现了增长，公司软件系统产品及系统集成产品的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大幅提升。同时，随着公司产品销售结构的改善以及销售策略的有

效执行，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比上年同期也有所提升。公司持续积极拓展广电业务市场，深

化与广电运营商的合作，多个省份的业务合作规模实现了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12,928.19万元，同比增长65.14万元，其中软件系统产品收入2,241.15万元，较上年增长

281.46%，毛利1,365.87万元，较上年增长224.67%；系统集成产品收入10,011.81万元，较上

年增长111.42%，毛利2,124.45万元，较上年增长159.86%。报告期营业利润-74.65万元，同

比增长97.8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60.56万元，同比增长118.67%。报告期内费用、

研发投入、现金流等详见本报告第四节以及第十节内详细列示。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同比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也积极拓展VR业务、在线教育以

及在线游戏业务的发展，继续推动各控股子公司业务的发展，在报告期内进展情况如下： 

1、VR项目的进展情况 

1）VR子公司：北京意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情况 

2018年上半年意景技术公司继续深入研发VR相关技术，并与母公司佳创视讯协同开展

“VR+广电”的产业化推进工作，在技术研发方面实现了相关技术突破，并持续积累高品质的

VR视频内容： 

a、对VR直播的传输环节中涉及的点对点专线、云平台、高等级的广播链路等多种方案进

行了反复测试，优化了传输环节，进一步提升了传输的可靠性； 

b、完成了VR直播实时特效叠加系统的核心功能； 

c、完成了VR后期制作流程从4K到8K的升级，实现了8K VR影片的量产发行； 

d、完成了VR后期制作流程的虚拟化改造升级； 

e、影片题材类型突破传统风景类题材，纪录片题材比例大幅提升，对于观众粘性有了质

的提高，并在前苏联已废弃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拍摄了大型探险题材《切尔诺贝利》； 

f、对于VR拍摄与制作手法有了重大突破，从传统的固定机位、简单移动机位到室内外三

维全空间游走控制，对于观众的感官体验有了质的提高。 

2）“VR+广电”的进展情况  

经过前期VR业务试播的开展与总结，面对广电产业对新业务、新技术的需求和家庭端用

户的广阔市场空间，为加快推进“VR+广电”业务的落地实施及用户扩容，2018年5月10日，

公司在2018年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举办了“VR+广电产业高峰论

坛”，在本次论坛上公司分别与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广电网络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

十家广电网络公司分别签署了《广电虚拟现实业务产业化运营合作协议》，拟通过多种形式

在上述签约广电运营商业务覆盖范围内的多个省份及地区开展“VR+广电”产业化运营合作，

积极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资源，利用广电运营商广阔覆盖的有线电视广播网、宽带

网为传输通道，以有线数字电视相关的终端为平台与载体，通过广电网络组织开展超高清全

景视频、VR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的虚拟现实内容播出。（公告编号：2018-02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运营商的实际情况以及资源配置情况，已分批开展了试播业务。截

止目前，“华数传媒”已完成第一阶段试播工作，其间以电话访谈、用户问卷、用户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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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收集用户对大屏、小屏端全景及VR业务的反馈信息，这对下阶段的产业化推进提供

了有价值的参考数据。“陕西广电”和“天威视讯”已正式开展试播工作，信号覆盖已经完

成，目前正进行4K机顶盒的升级发放工作。在2018年8月8日的“2018天威电视节”启动仪式

上，公司的“佳创VR专区”首次在天威视讯点播页面向社会亮相，未来将有海量4K标准的VR

及全景视频内容通过广电网络信号，向千家万户进行内容传输，在4K机顶盒升级完成后，广

大数字电视用户可在家里收看超高清4K的VR内容。 

目前，公司正组织团队针对前期试播和下阶段产业化合作方面进行用户反馈信息的汇总、

整理和分析，对试播相关内容及技术进行优化，为下一步深化合作并探讨产业化的合作模式

奠定基础。针对运营商的实际系统条件，公司将逐一与运营商进行沟通协调，解决相关系统

对接问题，并在下阶段实施系统部署，推动“VR+广电”的产业化落地。 

2、在线游戏项目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陕西纷腾互动公司按照年度计划进行游戏研发工作，继续加大重点区域的业

务拓展，整体业务进展顺利，运营稳定。通过产品更新、运营活动及宣传推广等方式，提升

重点区域产品营收能力及市场占有率。公司已与多家运营商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为

进一步深化业务合作创造了条件，促使公司发展再上新台阶。2018年上半年，陕西纷腾互动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0.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1%，净利润为151万元，同比下降35%，主

要原因是由于与运营商的合同续约过程中，因客户流程审批时间延长，导致公司2018年上半

年有两个月的结算单延后到8月份才取得，相关收入无法在本报告期内确认，对上半年净利润

影响金额约为212万元。若排除此影响，陕西纷腾互动上半年实际业务收入及利润较上年同期

均有所增长。 

2018年上半年，公司团队规模扩充，员工人数从期初55人扩展到报告期末约为65人，公

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引入9名研发人员，其中4名为高技术人才，提高了公司研发团队整体技

能水平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已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

力的技术中坚力量。报告期内，陕西纷腾互动公司共研发了新品91款，上线运营产品72款。

产品运营后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在为公司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为公司在产品研发、运营发

行、品类扩展等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3、在线教育项目进展情况 

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家长的

认知趋于成熟。2017年9月新《民促法》的颁布与实施对素质教育行业的发展带来利好，越来

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素质教育行业，整个行业趋于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行业将呈现更

多的商机。指尖城市公司先行在素质教育行业实践与投入了四年，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但积累了众多的资源同时也创新出更为合理的商业模式。2018上半年，指尖城市公司对日常

费用投入加强了管控，加大了青少年素质教育优质课程的研发/资源整合投入，依托自身背景

资源优势，建立了青少年素质教育行业的运营服务平台——整合国内外优质青少年素质教育

课程体系，向全国众多培训机构输送优质课程产品和运营服务，着力打造“加盟推广/管理+课

程体系输出+教学质量把控+统一结算平台+文化IP运营”五大核心能力，已取得了重要阶段性

进展。 

4、对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进展情况 

2016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受让和增

资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形式合计出资人民币1亿元，持有北

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4.7180%股权。（以上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6-053、

2016-054、2016-055、2016-057）根据优朋普乐公司在2017年经营业绩的完成情况，经协议各

方友好协商，公司与优朋普乐公司、优朋普乐公司股东邵以丁、深圳合华汇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4月10日共同签署了《股份回购协议》（简称“回购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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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以丁根据回购协议约定之方式、价格等回购甲方持有的乙方所有股份，目前邵以丁已支付

了首期回购款（以上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2018-008）。目前，公司正

与邵以丁先生及优朋普乐公司积极沟通协商回购款落实情况。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从事互联网游

戏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上半年，陕西纷腾互动公司重点工作是针对重点合作区域，加大合作力度，与运

营商紧密配合，通过产品更新、运营活动及宣传推广等方式，提升重点区域营收能力。同时，

积极拓展市场占有率，通过与运营商及第三方SP合作，新开拓合作4家，覆盖电信运营商2家、

联通1家、广电4家、安卓渠道运营商1家。 

公司子公司陕西纷腾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及运营的游戏属于电视游戏，产品以单

机的益智、棋牌游戏为主，通过与电信、联通、广电、移动等运营商合作，在电视机顶盒上，

提供IPTV游戏增值业务服务。目前公司的产品形态分为单机游戏和包月游戏两种，其中单机

游戏运营模式中，本期无运营收入占游戏业务总收入30%的单款游戏产品；产品包运营模式

中，有一款产品包收入超过游戏业务总收入3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从事互联网游戏业务》有关文件要求，我们对符合条件的产品

包信息进行披露。 

（一）主要游戏基本情况： 
单位：元 

游戏包名称 游戏类型 运营模式 收费方式 收入 收入占游戏业务

收入的比例 

星空无限 电视游戏 联合运营 时间收费 1,971,760  40% 

 

（二）主要游戏分季度运营数据 

   单位：元 

游戏名称 季度 新增用户数 活跃用户数 付费用户数 ARPU 充值流水 

星空无限 第一季度 37,945 132,689  132,689   39  5,174,880 

第二季度 20,603 144,165 144,165 39  5,622,423 

 

（三）推广营销情况 

单位：元 

主要游戏推广营销费

用总额 

主要游戏推广营销费用占游戏推广营销费

用总额的比例 

推广营销费用占主要游戏收入总额的比

例 

92,205 3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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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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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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