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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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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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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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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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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5-83575099 0755-83575099 

电话 0755-83571200 0755-8357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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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坚持立足于广电行业，主要从事广电行业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的推广与产品的研发，

经过多年技术与市场的积累，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公司凭借自身优势，以行业市场需求为

导向，积极开展广播电视相关技术与应用的开发，并持续进行广电融合业务云平台、大数据

应用平台、智能操作系统（TVOS）及相应终端产品等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工作。同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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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虚拟现实技术、在线教育平台、大数据分析技术、智能终端软件、多屏互动系统、

云游戏、云分发技术以及相关的云业务方案等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工作，并建立了“广东省数

字电视综合业务平台工程技术中心”、“深圳市数字电视综合业务平台工程技术中心”、“深圳

市新媒体融合技术工程实验室”、以及“佳创-思科三网融合联合实验室”，公司也先后获得了“国

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骨干企业”等资质。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数字电视系统研发、数字电视系统集成服务、数字电视终端

产品、移动互联网内容服务以及游戏产品及服务。主要产品有佳创OTT业务云平台、佳创

MMSP系统、DBOSS系统、Portal管理平台、TVOS系统、润教育平台、电视游戏平台等。 

    2017年，公司继续努力开拓市场，并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数字电视整体

解决方案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受广电行业安全播出的影响，公司在2017年三、四季度的

多个广电项目的中标及合同签署时间有所延迟。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24,318.61万元，同

比增长4.73%；公司营业利润-7,539.00万元，同比下降2821.8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7,373.16万元，同比下降640.37%。2017年，受上述行业因素影响，公司销售产品中毛利率

较高的软件系统产品销售也受到较大影响，报告期软件系统产品收入1,854.87万元，较上年下

降68.20%，毛利1,224.31万元，较上年下降73.34%；同时，为了抢占市场，公司调整了系统

集成产品的销售策略，导致系统集成产品的毛利率在报告期有所下降，报告期内系统集成产

品收入16,399.47万元，较上年增长20.63%，毛利2,387.94万元，较上年下降22.53%。公司在

2018年将努力提升产品的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水平，进一步改善公司的整体收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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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43,186,058.81 232,212,073.27 4.73% 146,037,77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731,561.83 13,644,581.92 -640.37% 7,166,89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131,778.52 3,250,645.65 -2,688.16% 2,633,40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67,914.49 22,373,796.20 -584.80% -1,295,891.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700.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700.00%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1% 2.21% -14.92% 1.1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910,645,897.16 896,103,747.85 1.62% 662,863,75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1,488,900.30 622,863,072.06 -13.06% 609,336,052.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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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2,381,563.42 45,904,991.74 57,954,928.69 106,944,57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01,204.08 -8,208,993.20 -5,242,121.74 -49,179,24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93,240.91 -9,605,339.81 -6,044,883.08 -49,288,31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893,171.71 -62,190,855.39 -29,614,048.62 34,230,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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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72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21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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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0% 121,866,168 91,399,626 质押 67,200,00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2.11% 8,7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4% 7,202,340 0   

#李汉杰 境内自然人 1.43% 5,918,456 0   

#夏海洪 境内自然人 1.34% 5,518,800 0   

黎虹 境内自然人 0.99% 4,077,040 0   

褚雯丽 境内自然人 0.83% 3,444,900 0   

黄超 境内自然人 0.80% 3,299,000 0   

周来娣 境内自然人 0.70% 2,910,800 0   

孟鹰 境内自然人 0.47% 1,933,700 0 质押 31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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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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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陕西纷腾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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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无运营收入占游戏业务总收入30%

的单款游戏产品，其中产品包运营模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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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我国通信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进网络强国战略，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深入落实提速降费，加快发展移动互联网、IPTV、物联网等新型业务，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工信部数据统计（工信部2017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55/c6048084/content.html），截止2017年年

底，我国IPTV用户达1.22亿户，全年净增3545万户；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总数达3.49亿户，全年净增5133万户。此外，据艾媒咨询统计，2016年中国智能电视

销量达4098万台。预计到2018年，智能电视销量将突破五千万台。（数据来源：艾媒咨询发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55/c604808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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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2016-2017中国智能电视市场专题研究报告》）。近年来，智能电视的发展迅猛，从3D、

安卓系统，以及4K、8K高清、激光显示，甚至于声控技术、体感技术、人工智能都已出现了

突破式的进步,智能电视内容方面，囊括了包括影音、音乐、教育、生活及游戏在内的丰富内

容。 

电视大屏被认为是游戏产业的下一个战场，随着电视游戏行业的快速发展，在运营商合

作体系、市场渠道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批稳定的内容合作伙伴，竞争格局已经形成。现阶段，

阻碍电视游戏发展更多的原因在于游戏本身之外的外部因素，包括操控、软硬件标准、可调

动资源、缺乏专业数据分析及游戏付费问题等诸多环节，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收益逐步

增加、以及大屏技术性能优化，未来的竞争会日益激烈。 

电视游戏暂无任何范本可进行直接参考或移植，需抛弃对各类热门网游、手游内容的简

单直接移植，规范游戏支付方式，优化游戏操控体验，用统一硬件标准和应用互联网思维的

大数据模式进行游戏的精准定位开发与推送，坚持做适合电视大屏的游戏产品，这才符合市

场需求的发展之路。 

    电视游戏暂无任何范本可进行直接参考或移植，需抛弃对各类热门网游、手游内容的简

单直接移植，规范游戏支付方式，优化游戏操控体验，用统一硬件标准和应用互联网思维的

大数据模式进行游戏的精准定位开发与推送，坚持做适合电视大屏的游戏产品，这才符合市

场需求的发展之路。 

 

主要游戏基本情况 

单位：元 

游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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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营销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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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无限 电视游戏 联合运营 时间收费 5,855,455.00 42.96% 186,409.00 35.00% 1.37% 

主要游戏分季度运营数据 

单位：元 

游戏名称 季度 用户数量 活跃用户数 付费用户数量 ARPU值 充值流水 

 

 

星空无限 

第一季度 15,277 111,837  111,837  39  4,361,643 

第二季度 19,669 98,347  98,347  39  3,835,533  

第三季度 25,365 101,462 101,462 39  3,957,018  

第四季度 29,915 113,821 113,821 39  4,439,052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软件系统产品 18,548,739.11 12,243,094.44 66.00% -68.20% -73.34% -12.71% 

系统集成 163,994,707.12 23,879,419.82 14.56% 20.63% -22.53%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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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产品 42,488,512.73 6,539,315.16 15.39% 24.20% -7.00% -5.16% 

游戏产品及服务 17,187,649.23 14,949,825.42 86.98% 403.38% 361.25% -7.9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24,318.61万元，同比增长4.7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7,373.16万元，同比下降640.37%。2017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及市场投入，进一步强化

和提升了数字电视整体解决方案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报告期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

长；受广电行业安全播出的影响，公司在2017年三、四季度的多个广电项目的中标及合同签

署时间有所延迟，受上述行业因素影响，公司销售产品中毛利率较高的软件系统产品销售也

受到较大影响，报告期软件系统产品收入1,854.87万元，较上年下降68.20%，毛利1,224.31

万元，较上年下降73.34%；同时，为了抢占市场，公司调整了系统集成产品的销售策略，导

致系统集成产品的毛利率在报告期有所下降，报告期内系统集成产品收入16,399.47万元，较

上年增长20.63%，毛利2,387.94万元，较上年下降22.53%；报告期末，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发

展规划的研判，进行了部分资产的处置。同时公司对各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对部分投资

计提减值。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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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的规定，本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前述准则。 

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施行日存在的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本公司报

告期无此种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 号）的规定，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前述准则。 

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 2017

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

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

行调整。本公司报告期政府补助列入“其

他收益”17,161,815.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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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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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