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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4                           证券简称：佳创视讯                           公告编号：2019-055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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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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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9,853.54 129,281,876.18 -5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97,294.69 3,605,573.97 -60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0,764,525.38 -7,221,058.74 -1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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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203,825.56 -74,833,909.04 12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3 0.0087 -609.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3 0.0087 -60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0.66%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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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495,330.33 805,280,253.97 -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9,774,025.90 548,072,221.39 -3.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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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 109,136,168 87,537,126 质押 66,368,02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4.36% 18,000,000    

#夏海洪 境内自然人 2.52% 10,401,444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自然人 1.74% 7,202,340    

吴壮林 境内自然人 1.26% 5,200,000    

黎虹 境内自然人 0.95% 3,920,000    

褚雯丽 境内自然人 0.91% 3,749,300    

周来娣 境内自然人 0.85% 3,499,500    

夏慧敏 境内自然人 0.74% 3,048,700    

黄超 境内自然人 0.68% 2,81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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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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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8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4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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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加强资金回笼和管控的同时，对部分业务进行了结构调整，集

中公司优势资源，聚焦主业，增强公司盈利能力。2019年上半年，外部融资环境偏紧、金融

市场资金成本大幅上升，加之受行业投资计划及公司业务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上半

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00.99万元，同比下降

53.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29.73万元，同比下降607.47%。 报告期内，公

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广电软件、硬件系统业务 

2019年3月，工信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发《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2019-2022年）》。《计划》指出，按照“4K先行、兼顾8K”的总体技术路线，大

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相关领域的应用。工信部2019年6月向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

司发放5G商用牌照，广电网络拥有700MHz黄金频谱资源，使未来发展超高清视频、AR/VR内容、

2B、2G应用等具备了广阔空间。 

为响应广电行业对新技术的创新与尝试，以云计算、大数据、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

播电视网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日趋成熟，公司的集成业务已在广电领域逐步开展IPv6直

播、云平台等新技术的应用，并具备多个创新业务的试点与应用案例。在加强设备制造商沟

通并大幅改善产品供应问题的同时适度扩大可合作伙伴。 

公司积极抓住广电5G和“全国一网”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将产生的销售机会，做好提前布

局。并且在已使用公司产品的地方广电与客户积极沟通讨论，基于现有网络和平台筹备未来

5G和“全国一网”可能出现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二）“VR+广电”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VR视频业务，并利用广电资源优势，继续推动各控股子公司业

务的发展。公司重点在山东、陕西、广西省网开展了“VR+广电”的落地及运营工作，在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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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网进行了“5G+VR”的传输实验。通过与广电运营商进行合作运营，采用技术合作、产品合

作、内容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相关业务运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北京意景技术继续完善、优化8K 10bit VR节目制作工艺。开展极端环境下的VR

拍摄实验，基于现有的VR拍摄项目，针对极端严寒和超高空环境条件进行大量测试。开展VR

虚拟演播室的拍摄实验，基于自建的针对VR特点进行了改造的虚拟影棚，进行VR虚拟拍摄的

研究与节目制作，目前意景技术正在进行8K VR直播制作系统的研究和系统开发工作。 

公司根据前期各地实施试运营的广电运营商及最终用户的反馈，对VR视频平台的管理、

机顶盒360度全景视频以及手机端VR视频的使用等多方面做了功能上的优化，与第三方内容厂

商签订了内容合作的协议，从操作与内容方面增强了用户体验。 

（三）游戏产品和服务业务 

根据工信部2019年6月发布的《2019年1－5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截至5

月底，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4.31亿户，1－5月净增2,412万，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IPTV（网络电视）用户达2.78亿户，业务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与此

同时，随着内容提供商不断增多、市场环境及业务模式不断成熟，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在

互联网思维及大数据模式的影响下，未来电视增值业务也将朝着更加专业和精细化的方向发

展，形成精良的产品，规范的支付方式、更优的操控体验、统一硬件标准及精细化的服务和

运营等。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IPTV收入规模将继续扩大、大屏技术性能逐渐优化，未来

的竞争会日益激烈。 

公司子公司陕西纷腾互动公司研发及运营的游戏是基于运营商网络运行的机顶盒游戏，

产品以单机的益智游戏为主，通过与电信、联通、移动等运营商封闭网络，向用户提供IPTV

游戏增值业务服务。目前已形成了独有的产品循环研发流水线，能够实时跟踪热点，保证平

均每月上线4-5款产品，为公司持续推出新产品奠定良好的基础。陕西纷腾互动公司目前已取

得的游戏产品著作权数达859款，覆盖各种热门游戏类型。公司坚持开发适合电视大屏的精品

游戏，通过严格的产品审核制度，把控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竞争力，在与合作伙伴的深度合

作中，能够有效满足运营商及客户的多样化需求。2019年上半年，陕西纷腾互动公司进一步

加强服务能力，推进多领域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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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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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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的原因 

1、新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

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2019〕8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准

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 

3、债务重组 

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

9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准则自2019年6月17

日起执行。 

（二）变更日期 

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做出下列调整： 

1、将资产负债表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2、将资产负债表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增加利润表“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5、现金流量表中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

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了货币性资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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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

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

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 

（三）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

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

融工具范畴。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

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 

4、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2019年6月30日的财务状

况、2019年半年度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

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三）债务重组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

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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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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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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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