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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2                               证券简称：捷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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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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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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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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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574,960,80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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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成股份 股票代码 30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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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林（代） 朱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半壁街村 9 号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半壁街村 9 号 

传真 010－61736100 010－61736100 

电话 010－82330868 010－82330868 

电子信箱 malin@jetsen.cn zhuge@jetse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内容版权运营”为战略核心，秉承“多轮次-多渠道-多场景-多模式-多年限”的业务变现核心经营理念，

集全司资源构建以“版权”为核心的产业链，进一步聚焦新媒体版权运营及发行业务，形成主业突出的业务盈利生态。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新媒体版权运营、音视频技术服务、影视内容制作与发行和数字教育服务。 

1、新媒体版权运营；公司已集成新媒体版权50000余小时，是国内新媒体版权运营行业的龙头企业。在版权运营及数字

发行方面，在“海量数字内容矩阵”、“全产业媒体集群”、“全媒体终端交互式覆盖”的一体化运营所构建的基于“版权资源结

构化控制”的上中下游全产业融合式服务的优势数字版权产业生态模式下，公司拥有腾讯、优酷、爱奇艺、芒果等视频端、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运营商以及华为、小米等硬件提供商等优质客户，并与其保持了良好的长期战略合作；同

时，公司在优势版权运营及全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试水数字发行模式，面向包括互联网、无线、数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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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IPTV/OTT等全媒体终端实现内容数字发行。 

2、音视频技术服务；公司音视频技术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国内广电行业、新闻出版行业和新媒体行业等。围绕5G应用

场景下的4K/8K制播技术系统、三维声技术、虚拟与增强现实（VR/AR）技术产品、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及全媒体平台在业内

处于领先水平。 

3、影视内容制作与发行；公司下设捷成世纪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在影视内容领域的业务实施平台，业务范

围涵盖创意制作、影视投资、数字发行等。 

4、数字教育服务；公司依靠领先的音视频技术优势，将业务拓展至智慧教育领域，创建定位于在校教育（K12）平台

中的教学类平台--捷成数字教育云平台，通过将在校教育与互联网在线教育结合起来，实现教育行业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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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183,822,102.40 3,605,090,213.40 -11.69% 5,028,229,48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0,827,904.91 -2,380,328,768.16 48.29% 93,644,82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0,285,586.69 -2,484,814,848.04 49.68% 70,271,67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7,801,815.04 1,903,847,779.53 -3.99% 2,022,639,403.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93 48.39% 0.03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93 48.39% 0.03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7% -27.63% 9.56% 0.9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727,528,995.85 12,733,276,437.52 -15.75% 15,976,645,34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70,471,113.99 7,428,122,978.10 -15.58% 9,806,219,456.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4,271,489.48 788,830,098.47 641,362,285.31 1,219,358,22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63,537.24 84,038,322.06 76,671,506.27 -1,435,401,27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632,843.16 73,787,760.09 61,034,585.87 -1,420,740,77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158,318.40 593,249,627.04 149,449,898.15 883,943,9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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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06 年度报告披露 45,826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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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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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子泉 境内自然人 19.67% 506,562,300 506,562,300 
质押 213,324,049 

冻结 260,000,000 

张友明 境内自然人 3.10% 79,831,000 0   

陈同刚 境内自然人 3.00% 77,249,010 57,936,757   

尹俊涛 境内自然人 1.58% 40,726,429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6% 40,126,696 0   

康宁 境内自然人 0.98% 25,160,653 0 质押 25,000,000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

华融国际信托

－盛世景定增

基金权益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89% 23,000,065 0   

熊诚 境内自然人 0.82% 21,115,928 19,641,780 冻结 21,115,928 

崔亚娜 境内自然人 0.79% 20,255,946 0   

何平 境内自然人 0.56% 14,379,54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徐子泉和康宁为配偶关系。除此以外，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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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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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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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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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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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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

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未对 2019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影响数 

应收账款 2,535,481,135.13 2,413,211,263.55 -122,269,871.58 

合同资产  122,269,871.58 122,269,871.58 

预收款项 463,234,843.10  -463,234,843.10 

合同负债  450,109,581.44 450,109,581.44 

其他流动负债 71,145,796.34 84,271,058.00 13,125,261.66 

注： 本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已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义务确认为合同负债，将已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资产确认为合同资产。 

母公司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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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影响数 

应收账款 249,530,767.42 239,369,690.96 -10,161,076.46 

合同资产  10,161,076.46 10,161,076.46 

预收款项 46,250,198.26  -46,250,198.26 

合同负债  44,618,671.69 44,618,671.69 

其他流动负债 50,000,000.00 51,631,526.57 1,631,526.57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应收账款 -135,015,721.09 -12,582,752.05 

合同资产 135,015,721.09 12,582,752.05 

预收款项 -553,936,947.18 -48,999,363.91 

合同负债 537,875,716.67 45,797,928.69 

其他流动负债 16,061,230.51 3,201,435.22 

资产减值损失 7,465,014.27 639,305.37 

信用减值损失 -7,465,014.27 -639,305.37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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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55 户，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

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7 户，减少 2 户，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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