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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经

事后核查，现对有关信息补充更正如下： 

一、《2018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 

(一) 更正“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的“六、分季度

主要财务指标” 

更正前：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9,119,067.59 87,763,527.56 27,990,387.45 -12,282,5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9,968.83 -977,053.22 -11,572,518.64 -433,619,20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6,686.40 -941,824.29 -11,544,486.49 -419,981,76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77,630.66 48,016,330.57 11,121,658.05 2,165,658.57 

更正后：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9,119,067.59 87,763,527.56 27,990,387.45 -12,282,5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9,968.83 -977,053.22 -11,572,518.64 -433,619,20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6,686.40 -941,824.29 -11,544,486.49 -419,981,76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77,630.66 48,016,330.57 11,121,658.05 20,629,404.42 

（二）更正“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的“一、概述” 

更正前： 



2018年，公司新增1款游戏，为《铁甲无畏》。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运营的游戏数量为3款，分别为《钢铁雄狮》、《钢铁舰队》、

《精灵之战》。 

更正后： 

2018年，公司新增1款游戏，为《铁甲无畏》。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运营的游戏数量为1款，为《钢铁雄狮》。 

（三）更正“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的“二、主营业务

分析”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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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灵之战 第一季度 1,835,401 99,814 3,964,415 64232842 643.53 

精灵之战 第二季度 196,785 20,165 438,942 7107236 352.45 

精灵之战 第三季度 20,022 1,944 44,424 699876 360.02 

钢铁舰队 第一季度 1,321,710 96,465 2,652,473 49809620 516.35 

钢铁舰队 第二季度 249,956 24,220 574,734 8538876 352.55 

钢铁舰队 第三季度 25,786 2,459 56,643 864574 351.60 

钢铁雄狮 第一季度 99,928 4,502 219,044 532503 118.28 

钢铁雄狮 第二季度 88,044 2,914 180,786 349682 120.00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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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灵之战 第一季度 1,835,401 3,964,415 99,814 643.53 64,232,842 

精灵之战 第二季度 196,785 438,942 20,165 352.45 7,107,236 

精灵之战 第三季度 20,022 44,424 1,944 360.02 699,876 

钢铁舰队 第一季度 1,321,710 2,652,473 96,465 516.35 49,809,620 

钢铁舰队 第二季度 249,956 574,734 24,220 352.55 8,538,876 

钢铁舰队 第三季度 25,786 56,643 2,459 351.60 864,574 

钢铁雄狮 第一季度 99,928 219,044 4,502 118.28 532,503 

钢铁雄狮 第二季度 88,044 180,786 2,914 120.00 349,682 

注：活跃用户数是按照每天进行排重，当天有登录就会记录一次，可以重复记录。用户

数量在用户第一次注册时进行记录，在游戏生命周期内只记录 1 次，活跃用户数会被多次记

录，活跃用户数大于用户数量；缺少部分季度数据是由于游戏数据下降较大，推广方决定停



止游戏推广。缺少了游戏推广，游戏收入和付出会严重失衡，所以做出游戏关服处理，导致

游戏在后面部分季度没有数据体现。 

更正前：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无线网络优化

设备的销售及

系统集成 

128,995,998.2

3 
99,908,448.16 22.55% -52.19% -46.17% -27.75% 

互联网游戏收

入 
43,594,452.33 11,592,339.36 73.41% 8.67% 63.51% -10.83% 

分产品 

销售收入 53,709,337.73 42,705,181.83 20.49% -56.85% -49.21% -36.86% 

集成收入 67,904,787.59 56,368,560.55 16.99% -52.10% -43.56% -42.50% 

互联网游戏收

入 
43,594,452.33 11,592,339.36 73.41% 8.67% 63.51% -10.83% 

分地区 

华东地区 89,331,433.15 63,831,564.27 28.55% -23.41% -19.87% -9.94% 

华北地区 52,578,858.30 15,260,486.40 70.98% 14.20% 56.69% -9.98% 

华中地区 18,610,237.72 16,157,568.28 13.18% -57.04% -48.18% -52.98% 

更正后：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无线网络优化

设备的销售及

系统集成 

128,995,998.2

3 
99,908,448.16 22.55% -52.19% -46.17% -27.75% 

互联网游戏收

入 
43,594,452.33 11,592,339.36 73.41% 8.67% 63.51% -10.83% 

分产品 

销售收入 53,709,337.73 42,705,181.83 20.49% -56.85% -49.21% -11.96% 

集成收入 67,904,787.59 56,368,560.55 16.99% -52.10% -43.56% -12.56% 

互联网游戏收

入 
43,594,452.33 11,592,339.36 73.41% 8.67% 63.51% -8.92% 

分地区 

华东地区 89,331,433.15 63,831,564.27 28.55% -23.41% -19.87% -9.94% 

华北地区 52,578,858.30 15,260,486.40 70.98% 14.20% 56.69% -9.98% 

华中地区 18,610,237.72 16,157,568.28 13.18% -57.04% -48.18% -52.98% 

（四）更正“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的“七、主要控股



参股公司分析” 

更正前：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北京点翼

科技有限

公司 

子公司 
互联网游

戏 
3750 万 

114,162,03

6.69 

93,646,982

.98 

43,594,452

.33 

16,876,712

.95 

12,631,261

.74 

更正后：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北京点翼

科技有限

公司 

子公司 
互联网游

戏 
3750 万 

114,162,03

6.69 

93,646,982

.98 

43,594,452

.33 

16,871,061

.58 

14,363,971

.55 

（五）补充更正“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

况”的“五、公司员工情况” 

补充前： 

报告期内，公司职工薪酬总额【】万元，占公司成本总额的【】%，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数量占员工人数的12%，核心技术人员薪资占职工

薪酬总额的【】%，核心技术人员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7%，是【】所

致。 

补充后： 

报告期内，公司职工薪酬总额7,953.31万元，占公司成本总额的

71.33%，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数量占员工人数的12%，核心技术人员薪

资占职工薪酬总额的42.32%，核心技术人员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7%，

是公司机构精简合并及人员离职所致。 

更正前： 

甄梦梦 监事 女 34 离任 10.8 否 

更正后： 



甄梦梦 监事 女 34 现任 10.8 否 

（六）补充更正“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七、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注释”的“（3）其他应收款” 

补充更正前：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1,823,816.41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

备金额元。 

补充更正后：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5,034,128.93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

备金额0元。 

更正前：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

额 

中基汇管理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1,000,000.00 1 年以内 1.00% 50,000.00 

更正后：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

额 

中基汇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关联方 1,000,000.00 1 年以内 1.00% 50,000.00 

（七）补充“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的“16、应收票据及应付账款” 

补充前： 

本期末已到期未支付的应付票据总额为元。 

补充后： 

本期末已到期未支付的应付票据总额为约32,000,000元。 

（八）补充更正“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十一、关联方及关

联交易” 



补充前： 

本企业最终控制方是。 

补充后： 

本企业最终控制方是张庆文及其一致行动人戴芙蓉。 

更正前：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其他应付款 张庆文 16,645,032.53 4,785,287.61 

其他应付款 邦讯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69,335.75 69,335.75 

其他应付款 员工持股计划委员会 170,822.03 822.03 

其他应付款 
博威通讯系统(深圳)有限

公司 
512,468.90 471,364.70 

其他应付款 
博威通（厦门）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00 30,000.00 

其他应付款 
博威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2,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河北邦讯技术有限公司 1,055,163.44 23,000.00 

预收款项 邦讯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2,246,489.10 3,634,577.00 

更正后：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其他应付款 张庆文 6,645,032.53 4,785,287.61 

其他应付款 邦讯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69,335.75 69,335.75 

其他应付款 员工持股计划委员会 170,822.03 822.03 

其他应付款 
博威通讯系统(深圳)有限

公司 
512,468.90 471,364.70 

其他应付款 
博威通（厦门）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00 30,000.00 

其他应付款 
博威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2,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河北邦讯技术有限公司 1,055,163.44 23,000.00 

预收款项 邦讯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2,246,489.10 3,634,577.00 

更正前：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 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中基汇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90,000,000.00 2018 年 01 月 31 日 2023 年 01 月 31 日 否 

张庆文、戴芙蓉 10,000,000.00 2018 年 07 月 02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否 



更正后： 

本公司无作为担保方的关联担保。 

（九）更正“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 

更正前： 

1、2019年4月，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

书及起诉状，原告陈亚评要求公司履行担保责任，涉诉金额为

1,109.33万元，截止审计报告日,该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 

2、2019年4月，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

知书及起诉状，原告杨志英要求公司履行担保责任，涉诉金额为

10,833.40万元，截止审计报告日,该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 

更正后： 

该部分内容予以删除。 

注：根据控股股东出具的合同及质押协议，上述事项为控股股东所控股的公司中基汇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未涉及公司。 

（十）更正“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十四、其他重要事项” 

更正前： 

1、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截止2018年

12月31日，控股股东张庆文及一致行动人（戴芙蓉，中富汇股权投资

(厦门)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5,697,75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1.77%，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共计质押

161,548,799.0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7.50%，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8%；上述质押股份均处于违约处置状态。 2、未履行正常审批流

程对外提供担保公司存在未履行正常内部审批决策流程以公司的名

义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未履行正常内部



审批决策流程以公司的名义为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担保金额为1亿

元。 

3、银行存款账户冻结事项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合并范围内公司银行账户共43个，其中19

个账户被冻结，冻结账户期末余额合计为5,687,061.38元。 

更正后： 

1、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截止2018年

12月31日，控股股东张庆文及一致行动人（戴芙蓉，中富汇股权投资

(厦门)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5,697,75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1.77%，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共计质押

161,548,799.0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7.50%，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8%；上述质押股份均处于违约处置状态。 

2、银行存款账户冻结事项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合并范围内公司银行账户共43个，其中19

个账户被冻结，冻结账户期末余额合计为5,687,061.38元。 

（十一）补充“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十五、母公司财务报

表主要项目注释”的“（2）应收账款” 

补充前：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83,582,849.87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

准备金额元。 

补充后：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83,582,849.87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

准备金额0元。 

（十二）补充“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十五、母公司财务报

表主要项目注释”的“（3）其他应收账款” 



补充前：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4,404,793.53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

备金额元。 

补充后：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4,404,793.53元；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

备金额0元。 

二、《2018年度审计报告》补充： 

原《2018年度审计报告》遗漏了公司2018年财务报表，补充后的

《2018年度审计报告》（更新后）详见巨潮资讯网。 

除上述补充更正的内容外，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

不变。本次补充更正后的《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同时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公司就上述补充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恳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5 月 20 日 


	注：活跃用户数是按照每天进行排重，当天有登录就会记录一次，可以重复记录。用户数量在用户第一次注册时进行记录，在游戏生命周期内只记录1次，活跃用户数会被多次记录，活跃用户数大于用户数量；缺少部分季度数据是由于游戏数据下降较大，推广方决定停止游戏推广。缺少了游戏推广，游戏收入和付出会严重失衡，所以做出游戏关服处理，导致游戏在后面部分季度没有数据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