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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小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施亚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施亚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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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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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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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337,390.63 1,186,990,635.14 -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91,635,632.30 683,812,365.38 1.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690,158.23 -39.37% 339,566,557.00 -2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06,286.88 -42.88% 9,827,399.34 -3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11,773.36 -61.19% 5,012,667.77 -6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021,714.31 -27.34% -95,451,901.34 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5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5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0.38% 1.42% -0.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857,297.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988.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06,334.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2,350.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0.94  

合计 4,814,731.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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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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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红 境内自然人 14.60% 30,626,396 22,969,797   

苏州隆越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8% 24,720,000 0 冻结 19,000,000 

胡小周 境内自然人 9.57% 20,072,710 15,054,532   

马亚 境内自然人 4.38% 9,185,064 6,888,798   

陈瑞良 境内自然人 3.91% 8,192,444 6,144,333   

吴岚 境内自然人 2.93% 6,156,032 4,617,024   

李拥军 境内自然人 1.51% 3,169,802 3,166,277   

杨波 境内自然人 0.66% 1,381,983 1,381,983   

夏海威 境内自然人 0.39% 816,000 0   

王惠娟 境内自然人 0.37% 779,99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 24,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20,000 

王国红 7,656,599 人民币普通股 7,656,599 

胡小周 5,018,178 人民币普通股 5,018,178 

马亚 2,296,266 人民币普通股 2,296,266 

陈瑞良 2,048,111 人民币普通股 2,048,111 

吴岚 1,539,008 人民币普通股 1,539,008 

夏海威 8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6,000 

王惠娟 779,996 人民币普通股 779,996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 752,630 人民币普通股 75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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汯价值成长 1 期私募投资基金 

颜琼婵 579,780 人民币普通股 579,7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和王国红先生为一致行动人。2、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控股股东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000,000 股，通

过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72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720,000 股。 

2、股东颜琼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79,78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79,78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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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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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121,654,359.63 227,383,880.29 -46.5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货款、偿还短期

借款、支付员工薪酬奖金及缴纳税款

等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1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结构性存款到期转回 

应收票据 9,425,806.17 29,020,552.65 -67.52% 主要系应收票据报告期背书转让或到

期承兑 

预付款项 21,084,965.70 12,770,864.76 65.10%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预付供应商的货

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602,148.48 3,357,424.39 37.07%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同比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0.00 2,108,17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办公房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转入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9,277,283.87 14,349,216.66 -35.35% 主要系无形资产本期摊销所致 

应付票据 12,725,301.56 58,322,800.30 -78.18% 主要系应付票据报告期到期承兑付款 

预收款项                                        

-    

                 

122,326,030.12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 

合同负债                   

104,344,376.30  

                                       

-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 

应付职工薪酬 628,428.97 14,028,278.52 -95.52%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2019年年终奖所

致 

应交税费 98,114.60 18,060,962.60 -99.46%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各项

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7,949,204.84 12,831,471.36 -38.05% 主要系报告期内限制性股票回购结

束，库存股转出所致 

递延收益 2,520,857.62 6,489,223.30 -61.15%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

补助本期摊销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14,352,819.70 21,924,502.91 -34.54% 主要系报告期人员减少，职工薪酬、

差旅费、办公费等同比均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235,482.01 495,008.23 149.59% 主要系报告期短期借款利息支出同比

增加  

其他收益 8,967,172.15 4,748,246.20 88.85% 主要系报告期增值税退税、政府补助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63,807.75 303,197.36 -219.99%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联营公司的投资收

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626,827.97 -11,207,891.37 49.80%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20,441.68  

                        

136,048.75  

797.06%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对外捐赠支出 

所得税费用 -994,723.42 2,049,497.59 -148.53%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2,109,875.15 705,454.57 199.08% 主要系报告期增值税退税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279,016.15 64,691,261.32 -57.83% 主要系报告期内缴纳的税费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3,087,303.21 66,860,602.73 -50.51% 主要系报告期内相关经营支出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249,530.80  

                                       

-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结构性存款到期转

回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325,681.56 5,458,310.59 -94.03% 主要系报告期购入资产支出较上年同

期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对外投资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0.00 2,286,678.68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未发生相关事项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1,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未发生相关事项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8,964,959.22 34,446,682.20 71.18% 主要系报告期偿还短期借款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804,658.38 12,868,639.00 -31.58% 主要系报告期分红金额较上期同期减

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8月2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越控股”）提交的《关于延期实施增持计划并

变更增持承诺的函》，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何小波先生和王小刚先生已回避表决。 

2020年9月22日，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承诺的议案》，

关联股东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国红先生已回避表决。 

2020年9月8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隆越控股所持有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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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19,000,000股被司法冻结。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

索引 

隆越控股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目前，隆越控股持有公司 24,72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78%。2019 年 8 月 30 日，隆越控股与公司原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国红和胡小周，股东马亚、陈瑞良、吴岚签署了《苏州隆越控股有限

公司与王国红、胡小周等关于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协

议约定隆越控股拟受让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公司 11.78%的股份，股份转让完成后，公

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隆越控股。2019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发布了《北京真视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隆越控股在报告书中承诺“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内，通过包括

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不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 2%的股份”。

隆越控股自作出上述增持承诺事项后，积极筹措增持资金，由于今年新冠疫情影响，

国内市场环境、经济环境和融资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致使增持计划的实施遇到困

难，经审慎研究，隆越控股决定延期实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承诺为 1、增持主体

由“隆越控股”变更为“隆越控股或隆越控股的关联方或隆越控股指定方”；2、增持期

间由“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内”变更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延期实

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承诺事项之日起 12 个月内实施（因停牌事项，增持期限予

以相应顺延）”。2020 年 9 月 22 日，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承诺的议案》。 

2020 年 08 月

29 日 

www.cninfo.com.cn《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

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

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 

2020 年 09 月

23 日 

www.cninfo.com.cn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 2020-043） 

经公司了解，本次冻结为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毕导致的债务纠纷，债权人为胡

小周、王国红、马亚、陈瑞良和吴岚。具体原因为隆越控股与债权人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签订了《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与王国红、胡小周等关于北京真视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隆越控股向债权人购买 24,720,000 股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47,432,000 元，截至目前尚剩余 128,972,800 元价款未

支付。 

2020 年 09 月

10 日 

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

司法冻结的公告 》（公

告编号 2020-04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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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

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

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

度 

本期及累计确

认的销售收入

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北京真视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石油天然

气管网集团有

限公司油气调

控中心 

北京油气调控

中心搬迁城科

大厦多媒体运

行支持系统建

设项目 

6,998.00 万元 正常履行中 尚未确认收入 尚未回款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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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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