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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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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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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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QY 视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07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健

崔琳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 818 号海外滩金融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 818 号海外滩金融
A 座 19 楼
A 座 19 楼

传真

021-61002008

021-61002008

电话

021-61002033

021-61002033

电子信箱

investor@gqy.com.cn

investor@gq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公司致力于专业视讯和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产品为“专业视讯”与“智能机器人”两个
产品系列。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大屏拼接显示系统，提供公安、消防、电力、检察院、交通、军事、
能源、公用事业及大型企业等行业客户大屏显示的综合解决方案，并以此构建云计算、智能机器人、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硬软结合的互联网应用平台。
在专业视讯业务领域：
1、DLP方面，公司新签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湘潭交警、中盐红四方调度控制中心、合肥供
水集团调度中心、广东省级电能计量检定中心设备及实验室、中国航空商业发动机临港基地科研试验区
6002号控制室、联通重庆集中监控机房搬迁改造等项目，其中，重点行业如轨道项目也加大拓展力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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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签订包括苏州地铁3号线、昆明地铁6号线、南宁地铁3号线、合肥地铁3号线、厦门地铁2号线、宁波地
铁3号线等项目。
2、小间距LED方面，公司承接新疆轮台县指挥部、宁波科技馆、蚌埠公安局、北京新机场津京燃油管
道、武警森警指挥部机动支队“一室两站”建设、双鸭山公安局指挥系统等项目。
3、在高分可视化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公安、消防等两个优势行业客户资源集中的高分辨率
可视化标准化产品软件，已通过第三方专业评测机构的功能及性能测试，2018年度成功应用于合肥市公安
局、安徽巢湖市公安局、安徽马鞍山市公安局、江阴市公安局、浙江黄岩公安、江西省公安厅技侦、浙江
省消防总队大数据高清可视化项目等国内多家公安、消防指挥中心。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报告期内，双手臂银行服务机器人实现小批量销售，终端客户主要包括银行、法
院、购物中心和政务中心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的物料采购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采购方式，即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物料采购。
公司下设供应链中心负责采购实施与管理。原材料采购主要包括屏幕类、玻璃类、投影机类、处理器
及底图机类、钣金类、面框、板卡、电子黑板及监视器类等公司生产以及生产所需的各种辅料的采购。采
购部门根据工程计划部提供的物料大纲，编制详细的采购计划，经审批后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执行。
目前公司已与多家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充分保障了原材料供应及时、稳定。
在供应商选择方面，公司建立了较为严格的筛选制度，多渠道、多途径地对供应商进行筛选，对供应
商的产品品质、规格、产能、按时交付能力等维度进行全面综合的考核，确定合格供应商并对合格供应商
采取动态化管理。公司具体采购时会综合考虑需求具体情况、规格需求、采购价格、供货能力等因素，从
合格供应商中确定交易对手。
为了确保原材料供应稳定，公司实施安全库存管理，在制定各种原料的安全库存时，会充分考虑市场
供应情况、价格波动等因素。
2、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依旧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管控成本。
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提出其性能参数与技术指标，或直接根据产品通用指标进行产品规格确定。然
后销售部门按照订单制定需求计划提交采购及生产部门，组织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
3、销售模式
营销模式包括渠道代理分销模式和厂家直销，其中，采用渠道代理分销方式的由渠道代理对营销全过
程进行技术和商务支持，项目的具体工程实施与售后服务则由公司按业务约定具体实施。
具体而言，公司的销售流程如下：
（1）立项与前期沟通。由销售部门负责搜集、跟踪客户信息，了解客户的初步需求，在公司项目管理
系统中进行报备，经销售主管评估后确定是否立项。同意立项的项目将结合公司产品和技术围绕客户的使
用要求出具技术方案，并为用户或总包提供初步报价。
（2）招投标。经过对项目的评审后决定是否参与投标，如参与则根据正式的招标文件要求直接或配合
总包商出具投标方案或完成投标文件。结合公司核定价格的原则以及项目竞争情况制定投标价格或者与总
包商的合作价格。
（3）中标及合同签订。中标后再次对项目进行评估，如确定接单，根据与采购方（业主或代理商）商
谈的条款完成合同签订。
（4）备货、生产及出货。将合同约定内容转换为生产备货，工厂根据用户现场工程进度要求和合同商
务谈判的推进过程安排生产的相关工作，包括提前进行物料的准备和现场环境的确认，并按照合同约定的
出货条件安排安装人员及物流。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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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宁波 GQY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200,442,563.57

136,218,205.28

47.15%

172,011,698.67

18,765,609.52

-104,617,932.72

117.94%

-21,695,148.63

-52,632,640.39

-114,989,894.54

54.23%

-29,771,292.30

10,905,552.27

44,093,079.27

-75.27%

25,747,132.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5

117.94%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5

117.94%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

-10.20%

12.08%

-2.06%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102,768,837.67

1,122,152,512.54

-1.73%

1,136,842,77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9,362,915.14

990,597,305.62

1.89%

1,043,520,0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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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83,822,803.64

44,214,329.39

28,388,796.66

44,016,63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26,801.80

-1,045,719.43

-2,864,817.66

-14,350,65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2,212.06

-10,985,637.95

-7,475,101.50

-32,559,688.88

-24,284,163.70

16,725,021.54

64,384.96

18,400,30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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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34,435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31,736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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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斯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29.72%

125,996,000

郭启寅

境内自然人

12.03%

51,014,152

袁向阳

境内自然人

1.56%

6,624,000

邱鸿达

境内自然人

1.31%

5,568,400

杨华

境内自然人

0.97%

4,109,900

邱清华

境内自然人

0.83%

3,530,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20,000,000

38,2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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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华

境内自然人

0.65%

2,774,8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裕富沪 其他
深 3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0.44%

1,855,700

尖兵

境外自然人

0.31%

1,295,400

吴民

境内自然人

0.29%

1,237,100

2,081,100

股东郭启寅和袁向阳为夫妻关系，股东郭启寅、袁向阳、毛雪琴同时是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除上述股东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
动的说明
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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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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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公司构建以网络化、平台化、大数据为基础的综合解决方案，根据中长期战略规划，继续加
大研发投入，推进内部“销售净毛利”项目考核，逐步集中资源向优势项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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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044.2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7.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876.5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17.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5,263.2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4.23%。主要为公司优化资产，2018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
宁波洲际机器人有限公司出售宁波环城西路南段 88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浙（2016）第 0155500 号），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为4,289.03万元。
（一）专业视讯
1、大屏拼接技术升级，丰富产品线应对市场竞争
其一，报告期内，公司新签中国航空商业发动机临港基地科研试验区6002号控制室、北京市公安局公
安交通管理局、中盐红四方调度控制中心、合肥供水集团调度中心、广东省级电能计量检定中心设备及实
验室、联通重庆集中监控机房搬迁改造等项目，其中，重点行业如轨道项目也加大拓展力度，2018年签订
包括苏州地铁3号线、昆明地铁6号线、南宁地铁3号线、合肥地铁3号线、厦门地铁2号线、宁波地铁3号线
等项目。
其二， 公司不断进行大屏幕拼接的显示单元和处理器的技术升级。
（1）在小间距LED显示单元方面，进一步细化、优化工艺，推出TOPCOB工艺小间距LED拼接显示单
元。TOPCOB小间距LED单元结合了SMD和COB工艺的优势，厚度仅58mm，适合各类安装场所。同时进
一步提高LED的像素点间距，推出点间距0.9mm的LED拼接显示单元，使得像素密度达到1120000点/㎡。
（2）在DLP拼接显示单元方面，推出4K拼接显示单元。4K拼接显示单元在大幅度提升图像清晰度的
同时，也使作为可视化信息窗口的信息输出量成倍增加。4K拼接显示单元可输出3840*2160真实分辨率，
采用激光光源，亮度达到2500ANSI流明，对比度达到2000:1，支持3200K、7500K、9300K色温。
（3）在处理器方面，研发出新一代的硬件处理器。该处理器在H300处理器的基础上，具有支持符合
GB28181视频平台的直接接入、标注功能、坐席管理系统等，可以更进一步满足用户的需求。
其三，近年，小间距LED市场取得快速发展，其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主要在专业显示市场中对液晶和DLP
的持续替代。面对商用显示领域的技术升级，公司把握市场机遇，积极拓展产品线应对市场竞争。
2017年底，公司增资收购深圳蓝普视讯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发力小间距LED市
场。2018年，公司承接新订单中，小间距LED项目较上年同期增长195.42%，主要项目有新疆轮台县指挥
部、宁波科技馆、蚌埠公安局、北京新机场津京燃油管道、武警森警指挥部机动支队“一室两站”建设、双
鸭山公安局指挥系统等项目。
2、深入探索用户需求，推动数据可视化应用落地
其一，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探索用户需求，基于超高分辨率大屏幕显示，融合数据可视化、空间地理
运算（GIS）、大数据计算、智能互动等技术，形成“一体化、可视化”高分高清可视化解决方案。
其二，公司重点对可视化系统进行重新架构，形成1+2+1模式的软件产品系统体系，即1个可视化平台
+ 2个大屏场景工具、数据集成处理工具+ 1种典型行业特性应用场景的可视化应用系统新框架。
2018年，公司自主研发公安、消防等两个优势行业客户资源集中的高分辨率可视化标准化产品软件，
通过第三方专业评测机构的功能及性能测试，并成功应用于合肥市公安局、安徽巢湖市公安局、安徽马鞍
山市公安局、江阴市公安局、浙江黄岩公安、江西省公安厅技侦、浙江省消防等国内多家公安、消防指挥
中心。
以新一代指挥中心为推动数据可视化场景应用落地，盈利模式也从单体的屏体硬件销售向应用场景综合运
营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软件著作权18项，完成软件产品检测认证2项，软件产品登记测试1项。
（二）智能机器人
1、服务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依托参股的服务机器人公司技术团队，结合客户应用场景，衍生拓
展出各类服务机器人产品，并进入试产试销阶段。
其中，公司的移动安防布控机器人，针对重大公共场所进行安全巡逻、远程监控、安全告警等场景应
用，产品获得公安行业用户的认可，并被用于上海进博会等安防项目的巡逻布控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明专利申请受理6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2项。服务机器人获得3C和CR认证等
国家认证证书。
2、特种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研制车载自平衡救护平台第五代样机，优化结构，降低成本，同时
进一步提高设备的安全性。2018年已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的EMC测试（指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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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兼容测试）、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目前正在进行国家二类医疗器械认证中。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专利授权7项，其中发明3项，实用新型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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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屏拼接显示系
统

营业收入
126,192,156.36

营业利润
38,050,995.61

毛利率
30.15%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29%

9.19%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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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洲际机器人有限公司（下称“全资子公司”或“洲际机器人”）向非关
联方浙江商业技师学院（下称“浙商学院”）以人民币5,775万元出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南段88号建
筑物类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下称“标的资产” ）。
本次交易事项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7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12月29日，公司、洲际机器人与浙江商业技师学院等三方在宁波签署了《资产交易合同》。
2017年12月29日，洲际机器人收到浙江商业技师学院支付合同首期款人民币4,043万元。
2018年1月2日，宁波国土资源局签发浙江商业技师学院的不动产权证[浙（2018）宁波市海曙不动产权
第000042号]。
2018年4月11日，洲际机器人收到浙江商业技师学院支付第二期资产交易款项1,232万元。
2018年9月21日，洲际机器人收到浙江商业技师学院支付合同尾款人民币5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以下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7-68）、《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72）、《2017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8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83）、《关于变更全资子公司资产交易对手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86）、《关于全
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交易对手方权属关系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7-89）、《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
产变更交易对手方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7-90）、《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7-92）、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82、2017-94、2018-01、2018-15）、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18-67）。
截止产权变更日，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6,039,758.48元，其中房屋建筑物3,520,368.48元，土地使用权
2,519,390.00元。报告期内，公司确认处置标的资产的收入52,027,027.03元及结转标的资产的成本
6,039,758.48元，支付相关税费合计3,066,761.91元，此次处置标的资产净收益为42,890,293.44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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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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① 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② 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将原“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改为“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可转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③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在“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 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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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上海天尺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公司收到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NO.41000003201804170077），该局批准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尺投资的注销登记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46）和《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36）。上海天尺投资有限公司自2018年度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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