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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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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 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元(含税)。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1,093,332,092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2,799,962.76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

分红（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占当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并报表数)

比例为 38.29%。 

2） 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存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博瑞传播 600880 四川电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苟军 王薇 

办公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瑞

·创意成都”大厦A座23楼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瑞

·创意成都”大厦A座23楼 

电话 028-87651183 028-62560962 

电子信箱 goujun@b-ray.com.cn wangwei@b-ray.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以民办 K12 教育为主，开展课外培训的教育业务；以自主研发游

戏产品，与游戏运营平台联合运营游戏项目的游戏业务；以竞拍、自建等方式获取经营户外广告



业务，并同时兼顾楼宇租赁及小额贷款业务。 

行业情况说明： 

1、教育行业发展情况 

1）民办 K12 教育：当前，在政策鼓励民办教育发展以及教育消费升级驱动下，民办 K12 教

育有望受益进一步发展。从地域发展来看，成都成实外、嘉祥等老牌民办学校呈现集团化扩张，

周边城市知名教育品牌也纷纷抢滩成都, 民办 K12 学校竞争日益激烈。2）智慧教育：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以及《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体现了国家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

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理念。在国家对教育信息化高度重视，各省市地区积极推进

的情况下，教育信息化不断提高，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发展，智慧教育行业的市场

规模有望继续扩大，获得进一步发展。 

2、游戏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2020 年中国游戏产业年度报告》，中国游戏用户数量保持稳定增长，用户规模达 6.65

亿人，同比增长 3.7%。2020 年中国游戏产业收入 2786 亿元，同比增长 20.71%，海外收入首次过

千亿元。中国移动游戏市场销售收入持续上升，占据游戏市场主要份额，客户端游戏市场和网页

游戏市场继续萎缩。电子竞技产业的发展也将进入快车道，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程度逐渐深入。跨

行业融合发展将成为游戏产业盈利增长的新热点，衍生品和文创产品的开发，教育产业游戏化思

维的深入是“游戏+”跨界联动的重点。 

3、户外广告行业发展情况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我国 2020 年线下广告市场规模预计为 1760 亿元，其中户外广告收入占

比达 35.5%，是重要组成部分。受疫情影响，大部分行业受损严重，经济整体下滑，作为服务于

经济市场的户外公告，行业挑战重重。2021 年，数字化、线上线下结合预计成为户外广告的重点

发展方向，加快行业格局的洗牌。 

4、小贷行业发展情况 

由于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同时监管继续呈现趋严态势，小贷行业面临进一步洗牌和

分化。未来的业务导向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以消费金融为导向，向小微化、

信息化、互联网化方向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8年 

总资产 3,553,964,126.36 3,243,887,481.00 9.56 3,217,748,094.94 

营业收入 481,697,450.16 379,436,698.60 26.95 546,468,41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5,662,621.32 66,044,968.03 29.70 -841,280,63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098,641.42 42,437,180.13 51.04 -974,122,15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29,148,479.82 2,864,927,605.98 2.24 2,785,879,918.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96,074,240.21 9,948,792.64 865.69 -72,975,306.26 



金流量净额 

营业总收入 533,362,547.71 425,813,750.37 25.26 584,280,057.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6 33.33 -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6 33.33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6 2.34 增加0.62

个百分点 

-26.1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总收入     97,658,642.55 98,785,109.16 117,993,121.51 218,925,674.49 

营业收入 85,374,981.74 86,478,266.35 104,867,490.27 204,976,7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018,484.97 20,336,178.10 25,468,953.41 29,839,00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4,528,192.33 18,564,990.24 24,601,506.10 6,403,95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3,271,548.44 -5,041,820.00 70,078,361.51 74,309,247.1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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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9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4,7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 255,519,676 23.37 0 无 0 国有

法人 

成都传媒集团 0 126,425,137 11.56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4,950,400 23,762,765 2.17 0 未知   国有



限公司 法人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

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基金－

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6,853,900 16,853,900 1.54 0 未知   未知 

吴斌 7,400,030 7,400,030 0.68 0 未知   未知 

张素芬 -2,100,000 6,900,000 0.63 0 未知   未知 

温丽霞 6,639,600 6,639,600 0.61 0 未知   未知 

汪林冰 29,900 4,982,562 0.46 0 未知   未知 

陈长志 4,035,700 4,035,700 0.3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旭能投资有限

公司 

-293,400 4,000,000 0.37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成都传媒集团持有公司第一股东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投资”）95%股权，故成都传媒集

团与博瑞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同时成都传媒集团也通过股

权控制关系，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外公司未知其余股

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筑平台、聚资源，以投资优质项目促发展 

报告期内，董事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产业经营，在教育培训、现代传播 、潮流文创三大领

域深入布局，谋求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开启了下一步发展的新路径。 

1、并购教育信息化龙头企业，切入智慧教育产业 

博瑞传播长期聚焦教育产业，在现有的线下 K12 教育基础上，加大教育信息化优质项目的筛

选储备。报告期内，公司出资 2.1 亿元收购西南地区教育信息化龙头企业——四川生学教育公司

60%股权，快速切入智慧教育业务，助推公司向智慧化、信息化教育转型，延伸了博瑞传播教育

产业链条，并在业务上形成了高度的协同性，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助推博瑞传播教育产业实

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在本次并购中，公司对交易方案进行了创造性设计：一是方案的创新性。本次交易由交易对

方以 25%的交易金额购买博瑞传播股票并分期解锁，搭建起上市公司、并购标的交易对手方、标

的管理层之间的共赢平台，实现了发展的深度绑定；二是资金的稳妥性。本次交易对价金额的 25%

将由交易对手从交易共管账户中以股东借款形式单方向生学教育出借，用于业务发展，确保了并

购标的稳建经营和管理。三是更充分的激励机制。本次交易对经营团队建立了业绩超额奖励机制，

对业绩承诺期内，对于超出当年度业绩承诺的扣非净利润值制定较大比例的超额奖励与分配，赋

予并激励并购项目团队、经营团队及核心骨干成员干事创业动能。 



2、牵手互联网巨头，谋求未来战略合作与协同 

报告期内，公司紧扣成都市建设世界赛事名城、打造“三城三都”城市品牌的战略部署，围绕

公司发展战略，聚焦“电竞+”产业发展方向，通过深入尽调和研判，公司出资 5000 万元参与哔哩

哔哩电竞的首轮市场融资，占股 6.02%。哔哩哔哩是目前汇集了众多年青人的潮流文化娱乐社区，

通过本次参股，公司希望在获取财务投资回报的同时，有助于公司现有相关业务的营销推广，并

与 B 站构建起充分的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公司潮流文创类业务，为下一步产业发展起到协

同和助力。 

3、联合全国数字图书巨头重组文交所，打造文创金融核心平台 

2020 年，为弥补公司在文创新经济上的短板，助力公司向全市文创新经济重要的资本平台迈

进，公司与中国数字图书馆达成战略共识，以公开摘牌的方式、各出资 4524.80 万元共同参与成

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文交所”）增资扩股项目，凭借成都文交所独有的四

川省内唯一一家持有文化交易牌照企业的优势，拟将其打造成“立足成都、拓展北京，服务全国”

的数字文化资源交易平台，并逐步导入数字图书、期刊、视频等优质资源，搭建创新性文化数字

资源交易生态系统。 

4、联合知名投资人设立文创基金，为拓展文创产业夯基蓄势 

博瑞传播联合上海荣正利保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成都博瑞利保投资管理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博瑞传播控股 60%。同时，组建成都博瑞利保文化产业基金（有限合伙），募集规模

不超过 1.5 亿元，投资方向为文化消费、影视、体育、科技、教育等泛文娱、新消费领域，为公

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项目储备，并提升公司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影响力。截至本报告日，基金尚

在募集期，拟尽快完成募资并投入实际运营。 

（二）勇担当、勤作为，确保经营业绩稳增长 

本年度，公司一方面奋力抗击疫情，全力维护公司旗下员工、学生健康安全，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身力量；一方面抓生产、促经营、保增长，全面筑势蓄

力，推动公司经营向上向好发展。 

1、教育板块防控兼顾发展，办学品质再上台阶 

报告期，教育板块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统筹兼顾防控与发展。一方面严格按照教育主管部门

要求，安全责任落实到位、防疫物资准备到位、消杀工作到位、学校大门进出管理到位，有效保

证 4000 余名在校师生人身安全及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稳步发展经营：理顺教育公

司与学校的关系，重构学校盈利和管理模式；研究网络教学方案，推出高质量线上课程；狠抓教

学质量，学校高考本科上线率达 98.66%，再创新高，一本上线率、中考重点率等指标居区域前列。

2020 年，博瑞教育实现营业收入 13,063 万元，净利润 2780 万元。 

2、小贷业务因势利导创新经营，不良清收显成效 

报告期内，受经济趋紧和疫情叠加影响，贷款形势异常严峻，公司小贷业务深入研判市场形

势，危中寻机，积极调整经营策略。推出“公积金贷”“精英贷”“疫情防控专项资金”“复工复产

贷”等新特产品，提高行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并通过多方式化解存量不良贷款 2600 余万元，

成效显著；博瑞小贷切实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不抽贷、不断贷，2020 年内，帮扶 200 余家小微企

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5167 万元，净利润 3331 万元，盈利能力保持逐年稳步提升，并获得了四川

省小额贷款公司 A 级评定。 

3、游戏板块积极谋划创新，探索转型发展新方向 

2020 年在游戏版号审批进一步延缓的情况下，公司旗下漫游谷经典 IP 游戏《七雄争霸 H5》

实现成功上线，缓解了部分经营压力。梦工厂结合市场需求，积极布局功能性游戏及 IP 孵化，研

发推出中国传统文化益智游戏《诗词年华 APP》，游戏整体业务状况获明显改善，实现营业总收入

10658 万元，同比增加 17.89%。截止报告披露日，公司旗下在营游戏共计 13 款，在研游戏共计 4

款。 



4、租赁业务全力提升服务品质，出租率及经营效益均创新高 

2020 年楼宇租赁受疫情影响严重，麦迪亚置业积极调整策略，提前谋划，严格做好疫情防控，

全力确保安全，主动对接到期租户，确保优质客户不流失，整体出租率达 85.2%。策划开展多种

线下活动，增强客户体验感和粘性，全年新增租户 6 家，续租率达 90%。进一步加强线上营销推

广，开通抖音公众号，粉丝累计增加 4700+，微信公众号阅读量提升 20 倍，有效提升楼宇品牌影

响力。2020 公司楼宇租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597 万元，净利润 2971 万元。 

5、户外广告化解遗留问题，经营局面稳定拓展 

博瑞眼界面对疫情冲击，迅速调整策略，加大代理类业务合作力度，通过获取北京市区约 1.2

万辆公交车身营销代理权，进一步稳定经营局面。报告期内，公司成功收回武汉公交保证金及利

息 1 亿余元、顺利化解达州项目遗留问题，多措并举积极谋划，有效提增当期利润。 

6、讲政治，以捐赠免租彰显疫情防控的国企担当 

一是捐赠现金助力疫情防控。2020 年上半年，向武汉市捐赠 400 万元用于疫区疫情防控，捐

赠 400 万元联合四川省教育基金会发起设立“博瑞传播师生抗疫关爱基金” ，用于帮助川内确诊师

生及贫困地区学校抗疫。二是减免中小企业楼宇租金。对成都传媒大厦楼宇内符合条件的 19 户中

小企业共计减免租金 50 万元。三是免费发布抗疫公益广告。博瑞眼界利用绕城高速、城南高速、

市区大牌及公交候车亭等闲置媒体资源，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免费发布抗疫公益公告。 

（三）抓制度、重管理，强化内控提升治理助发展 

不断完善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切实增强公司治理水平。一是强化制度建设提升管理水平。

结合工作实际，不定期组织修订完善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编印成册，以制度推动管理，为公司后

续规范决策、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全面加强下属单位内控管理。已向生学教育等 4 家重要子

公司委派首席内控官，对子公司内控管理实现“全覆盖、无盲区”。每月召开首席内控官会议，不

断总结优化工作方法，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公司本部、子公司开展内控评价，并摸排评估重点

企业是否存在风险，真正提升子公司依法依规治理水平。三是顺利完成董监高换届工作。博瑞传

播第九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 2020 年 6 月顺利完成董监事换届工作，进一步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定位准确、权责衔接、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已经公司九

届董事会第

五十三次会

议 审 议 通

过 。 

相应会计报表项目变动

详见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

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

况。 



起施行。 

 

其他说明 

在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告时本公司根据财会[ 2017]22 号规定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 2019 年度

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列示如下： 

2019 年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9 年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预收账款 88,610,625.83 

预收账款 141,131.84 

合同负债 88,108,625.72 

其他流动负债 360,868.27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全部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上期相比，公司本期新增控股子公司 4 户，减

少控股子公司 0户，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