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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20年 07月 30日就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公司北京哈视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视奇”）与抖音的合作情况有

关事项致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371 号），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

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核实和回复，现就问询函有关事项回复

如下： 

一、《说明公告》显示，哈视奇基于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在第三方媒体平

台发布了“关于哈视奇与抖音合作”等相关信息。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对外宣

传工作人员基于第三方媒体已经公开报道的“关于哈视奇与抖音合作”等相关

信息，本着客观、准确、实事求是的原则，宣传和报道各项工作中的创新、闪

光点和优秀成果，公司对外宣传工作人员根据第三方媒体报道进行了转载，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下午通过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后经媒体转发报道。请核实后

说明： 

1、哈视奇在第三方媒体平台上发布“关于哈视奇与抖音合作”等相关信息

及公司转载相关报道的具体内容； 

答：（1）第三方媒体平台发布内容具体如下： 

“标题：哈视奇牵手华为、抖音  深入布局 AR/VR产业 

......《奇幻滑雪 3》目前已上线 Viveport 的平台，后续将联合哈视奇的

投资方——上市公司宝通科技旗下子公司易幻网络新成立的“星翼幻”公司进行

运营，在八九月份上线国内外各大 VR内容平台。此外在 AR游戏领域，哈视奇已

与字节跳动达成多款 Ar 游戏的独家合作，玩家即将在抖音平台看到哈视奇研发

的 AR游戏了。......” 

（2）企业公众号发布具体内容如下： 

“标题：旗下哈视奇牵手华为、抖音  深入布局 AR/VR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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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哈视奇更是与字节跳动（抖音）达成独家代理合作，为抖音独

家定制 AR 游戏，并且有多款游戏正在洽谈中。玩家即将在抖音平台看到哈视奇

研发的 AR游戏了。 

目前，《奇幻滑雪 3》目前已上线 Viveport的平台，后续将联合哈视奇的投

资方——上市公司宝通科技旗下子公司易幻网络新成立的“星翼幻”公司进行运

营，在八九月份上线国内外各大 VR内容平台。......” 

(3)媒体报道过程情况说明如下： 

2020 年 7 月 17 日，《我接假发贼溜》在某平台上线，并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在某平台开启灰度测试；2020 年 7 月 20 日，《汉堡小王者》在某平台上线，

并于 2020年 7月 27日在某平台开启灰度测试；2020年 7月 24日，哈视奇的游

戏《奇幻滑雪》获得华为VR应用商城首页推荐；2020年7月28日上午9:00-10:00，

在第三方媒体发布了标题为“哈视奇牵手华为、抖音深入布局 AR/VR产业”的宣

传报道；2020 年 7 月 30 日，《奇幻滑雪 3》上线 Oculus 应用商城，并将陆续上

线全球其他平台。 

2020年 7 月 28日下午，公司总裁办对外宣传负责人兼文化专员邵某根据第

三方媒体报道，并经与证券事务代表确认合作事项真实存在后，进行了转载编辑，

通过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标题名为“旗下哈视奇牵手华为、抖音  深入布局

AR/VR产业”的报道，后经媒体转发报道。 

2、公司是否筹划及参与上述哈视奇在第三方媒体平台发布相关信息事宜，

请结合哈视奇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哈视奇的股权比例等说明

报道采用“宝通科技旗下哈视奇”等表述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知悉并同

意哈视奇在报道中采用“宝通科技旗下哈视奇”等表述。 

答：（1）哈视奇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沈浩 42.50% 

2 罗中海 16.86% 

3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1% 

4 北京清科致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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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宝通辰韬（上海）投资管理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01%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0% 

7 杭州集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5% 

8 杭州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 

9 杭州集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 

（2）报道采用“宝通科技旗下哈视奇”表述原因及合理性 

哈视奇的控股股东为沈浩，持股比例为 42.50%，宝通科技持有哈视奇股份

为 14.01%，为哈视奇除团队外的第二大股东。公司与哈视奇于 2020年 2月 9日

在无锡签署《业务合作协议》，相关信息公司已于 2020年 2月 10日在巨潮资讯

网进行了公告，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签署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6。根据《业务合作协议》，公司和哈视奇在相关业务领域形成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对外宣传工作人员直接使用“旗下”等字眼作为报道标

题，存在不准确、不严谨的情况，公司已对总裁办对外宣传负责人邵某进行了内

部严厉处分、批评教育、罚款等。后续，公司将进一步规范相关信息披露的管理

流程，将微信公众号管理纳入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并在最近一次的董事会会议中

审议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3）公司是否筹划及参与上述哈视奇在第三方媒体平台发布相关信息事宜 

公司未筹划及参与上述哈视奇在第三方媒体平台发布相关信息事宜。 

3、公司转载相关报道的原因，公司在转载前是否核实媒体报道中的相关信

息，是否结合当前市场热点谨慎评估上述媒体报道对公司股价及信息披露造成

的影响，是否确如公司所称“本着客观、准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转载。 

答：（1）转载报道原因 

公司日常宣传报道主要是基于业务发展、企业文化、战略合作、子公司及参

股公司重要事件等进行报道，本次报道，主要是基于参股公司哈视奇研发游戏即

将上线进行的宣传报道，同时，也为尚处在创业阶段的哈视奇提供更大的展示平

台，帮助其未来提高获得更多合作和融资的可能性，也是对参股公司作为国内为

数不多依然在 AR、VR游戏领域持续拼搏的一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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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核实及是否确如公司所称“本着客观、准确、实事求是的原则”

进行转载 

公司在报道前，经与哈视奇核实获悉，哈视奇与某平台签署《游戏独家代理

运营授权协议》，签署游戏名称为《汉堡大师》（即《汉堡小王者》），合同签署日

期为 2020年 6月 30日，游戏《我接假发贼溜》尚未完成最终协议签署，其他项

目合作也在洽谈中。哈视奇开发的《我接假发贼溜》、《汉堡小王者》两款 AR 游

戏已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和 2020 年 7 月 20 日在某平台上线，并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在某平台开启灰度测试，平台用户已经可以进行游戏试玩。基于此，

哈视奇与某平台的合作是客观存在的。 

（3）是否结合当前市场热点谨慎评估上述媒体报道对公司股价及信息披露

造成的影响 

公司确实未能谨慎评估上述媒体报道对公司股价及信息披露造成的影响，

未能及时提示相关风险，公司已规范相关信息披露的管理流程并对公司总裁办对

外宣传负责人邵某进行了内部严厉处分、批评教育、罚款等，杜绝此类事件再次

发生。后续，公司将进一步规范相关信息披露的管理流程，将微信公众号管理纳

入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并在最近一次的董事会会议中审议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4、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及抖音官方信息发布账号披露“宝通科技参股公

司哈视奇违反保密协议，夸大披露所谓与字节跳动达成多款 AR 游戏独家合作信

息”的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利用媒体报道进行炒作股价的

情形。 

答：公司进行本次报道时，并未知悉参股公司哈视奇与某平台签署的具体协

议条款，对于此次报道违反了他们双方签署的保密协议条款，公司深表歉意。同

时，2020年 7月 28日哈视奇虽已有两款产品上线某平台测试，但其他合作尚在

探讨中，相关报道中公司引用“多款”的表达方式存在不够准确、不够严谨的情

况。公司已对总裁办对外宣传负责人邵某进行了内部严厉处分、批评教育、罚款

等。后续，公司将进一步规范相关信息披露的管理流程，将微信公众号管理纳入

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并在最近一次的董事会会议中审议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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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公司双业务发展态势良好，主营业务稳定，通过投资布局相关联业务板块提

升核心竞争力。公司于 2020年 6月 30日公告了《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

司预计 2020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年同比上升 30%-50%。

今年以来，市场氛围良好，公司股价整体处于上升期。公司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

的需求与动机及利用媒体报道进行炒作股价。 

本次哈视奇的相关报道，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合作事件，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

不存在利用媒体报道进行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二、《关注函回复》显示，投资者在互动易平台询问奇幻滑雪 3 游戏进展情

况，7 月 28 日，公司回复上述投资者询问称“哈视奇继续与华为、抖音等平台

深入布局 AR/VR 产业”，请说明上述回复信息的来源及依据，请说明在投资者问

询游戏进展的情况下回复“哈视奇继续与华为、抖音等平台深入布局 AR/VR 产

业”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存在“蹭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答：（1）信息的来源及依据 

本次互动易平台回复的信息来源于第三方媒体，信息经公司与哈视奇核实后

发布。 

（2）原因及合理性 

第三方媒体报道时间 2020 年 7 月 28 日上午；公司股价涨停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3:12；公司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关于哈视奇新游戏版号

下发及进展的问题”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3:34；某平台于 2020年 7

月 29日晚上 20:55发布公告“取消与哈视奇已经达成的所有合作”。在公司互动

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本次合作是客观真实存在的。 

基于哈视奇《奇幻滑雪》已于 2020年 7月 17 日取得版号，后续将联合宝通

科技全资子公司易幻网络新成立的“星翼幻”公司进行全球发行与运营，且预计

上线国内外各大 VR 内容平台，内容推广平台包括华为、某平台等多个平台。为

进一步回复投资者关注的“游戏进展情况”，公司基于哈视奇现有业务真实情况

及业务发展规划，结合某平台为游戏发行的常规渠道，公司信息披露工作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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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互动易平台回复了上述内容，但对相关信息缺乏敏感度，关键是未能及时

提示风险。公司已规范相关信息披露的管理流程并对相关岗位人员进行了批评教

育，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3）是否存在“蹭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经公司核实，哈视奇与华为、某平台事实已存在合作业务关系，回复内容符

合哈视奇未来的发展布局及规划，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问题时，不存在“蹭

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三、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董监高及信息披露负责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持续培

训和学习，增强其规范运作的意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指引，

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加强对信息披露主要责任人和工

作人员的专业培训，加强其规范意识和职业素养，通过建立程序化的信息披露流

程，对拟披露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审批，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同时，

公司将持续关注市场动态、媒体报道等，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及时、

完整、公平。 

公司目前的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经

营方式和主要市场等未发生重大变化。请投资者注意股票炒作和股价回落风险，

审慎投资。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8 月 3日 

 


	一、《说明公告》显示，哈视奇基于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在第三方媒体平台发布了“关于哈视奇与抖音合作”等相关信息。2020年7月28日公司对外宣传工作人员基于第三方媒体已经公开报道的“关于哈视奇与抖音合作”等相关信息，本着客观、准确、实事求是的原则，宣传和报道各项工作中的创新、闪光点和优秀成果，公司对外宣传工作人员根据第三方媒体报道进行了转载，于2020年7月28日下午通过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后经媒体转发报道。请核实后说明：
	1、哈视奇在第三方媒体平台上发布“关于哈视奇与抖音合作”等相关信息及公司转载相关报道的具体内容；
	3、公司转载相关报道的原因，公司在转载前是否核实媒体报道中的相关信息，是否结合当前市场热点谨慎评估上述媒体报道对公司股价及信息披露造成的影响，是否确如公司所称“本着客观、准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转载。
	4、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及抖音官方信息发布账号披露“宝通科技参股公司哈视奇违反保密协议，夸大披露所谓与字节跳动达成多款AR游戏独家合作信息”的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利用媒体报道进行炒作股价的情形。
	答：公司进行本次报道时，并未知悉参股公司哈视奇与某平台签署的具体协议条款，对于此次报道违反了他们双方签署的保密协议条款，公司深表歉意。同时，2020年7月28日哈视奇虽已有两款产品上线某平台测试，但其他合作尚在探讨中，相关报道中公司引用“多款”的表达方式存在不够准确、不够严谨的情况。公司已对总裁办对外宣传负责人邵某进行了内部严厉处分、批评教育、罚款等。后续，公司将进一步规范相关信息披露的管理流程，将微信公众号管理纳入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并在最近一次的董事会会议中审议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杜绝此...
	公司双业务发展态势良好，主营业务稳定，通过投资布局相关联业务板块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公告了《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9年同比上升30%-50%。今年以来，市场氛围良好，公司股价整体处于上升期。公司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的需求与动机及利用媒体报道进行炒作股价。
	本次哈视奇的相关报道，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合作事件，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不存在利用媒体报道进行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二、《关注函回复》显示，投资者在互动易平台询问奇幻滑雪3游戏进展情况，7月28日，公司回复上述投资者询问称“哈视奇继续与华为、抖音等平台深入布局AR/VR产业”，请说明上述回复信息的来源及依据，请说明在投资者问询游戏进展的情况下回复“哈视奇继续与华为、抖音等平台深入布局AR/VR产业”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存在“蹭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答：（1）信息的来源及依据
	本次互动易平台回复的信息来源于第三方媒体，信息经公司与哈视奇核实后发布。
	第三方媒体报道时间2020年7月28日上午；公司股价涨停的时间为2020年7月28日下午13:12；公司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关于哈视奇新游戏版号下发及进展的问题”的时间为2020年7月28日下午13:34；某平台于2020年7月29日晚上20:55发布公告“取消与哈视奇已经达成的所有合作”。在公司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本次合作是客观真实存在的。
	基于哈视奇《奇幻滑雪》已于2020年7月17日取得版号，后续将联合宝通科技全资子公司易幻网络新成立的“星翼幻”公司进行全球发行与运营，且预计上线国内外各大VR内容平台，内容推广平台包括华为、某平台等多个平台。为进一步回复投资者关注的“游戏进展情况”，公司基于哈视奇现有业务真实情况及业务发展规划，结合某平台为游戏发行的常规渠道，公司信息披露工作人员在投资者互动易平台回复了上述内容，但对相关信息缺乏敏感度，关键是未能及时提示风险。公司已规范相关信息披露的管理流程并对相关岗位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杜绝此类...
	经公司核实，哈视奇与华为、某平台事实已存在合作业务关系，回复内容符合哈视奇未来的发展布局及规划，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问题时，不存在“蹭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三、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