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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54 号的回函 

尊敬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收到贵部发来的《关于对北京数码视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54 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公司就关注函中所涉及的事项逐一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回复如下

（加粗字体为问询函原文）： 

1. 近期媒体及二级市场对你公司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关注度较高。请你公司

结合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具体用途、合作客户、合作模式等详细说明业务开展

情况、该类业务收入及利润情况，并结合业务开展难点及不确定性提示风险。 

目前，数码视讯自有的 StreamGuardDRM 产品是完全基于 ChinaDRM 标准

规范自主研发的一套数字版权管理体系，包括前端的内容加密保护系统、授权管

理系统、证书管理系统以及终端的 DRM 模块，由专用硬件设备及配套软件系统

组成。适用于广电网络、电信 IPTV、以及 OTT 运营商的版权保护业务场景，支

持机顶盒，智能电视，手机，平板，画屏、H5 等各类终端。相关产品已实现从

系统底层 DRM 框架构建到 DRM 端到端内容保护业务实现的多种类型的案例落

地。 

目前现有数字版权保护系统已覆盖多家运营商及企业客户，如：中国电信、

浙江华数、四川有线、天津广电、广西省网等。此外，数码视讯也助力 ChinaDRM

出海，在部分地区实现了 ChinaDRM 标准的落地和商用。合作模式主要有产品

销售型、项目打包结算型、按终端授权许可收费型。 

2020 年度，本公司来源于版权保护业务的收入约 224 万元，占合并报表营

业收入总额 9.867 亿元的比例较小，相关毛利约 216 万元，对公司整体利润水平

不构成明显影响；2021 年初至当前，版权保护有关业务合同金额及收入未发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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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长，对公司整体经营和财务不构成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加大力度向四大运营商、新媒体、游戏、智能终端等领域推广，

该业务未来能为公司带来的业绩受版权行业发展、客户终端发行规模等多重因素

影响，尚不能确定，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2021 年 5 月 18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参与投资杭州创合精选基金进展的

公告》，请你公司说明上年度该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并结合该基金主要投资

标的资产的经营情况、公司的持有份额等量化分析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2017 年 8 月，本公司以自有资金 1 亿元人民币投资杭州创合精选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总募资 10.55 亿元，数码视讯占比 9.48%，基金

存续期 7 年，投资期 4 年，退出期 3 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基金的资产状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金额（元） 

总资产 1,344,250,879.09 

净资产 1,344,250,879.09 

营业收入 233,110,271.61 

净利润 211,636,886.26 

注：表中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杭州创合精选基金目前的回报阶段仍处于收回出资阶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收到该基金分红金额 0 元；2021 年 1 月份，本公司首次收到杭

州创合的投资本金返还金额 189.57 万元，确认投资收益 499.07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基金共完成 18 个股权项目投资，投资总金额

9.1873 亿元。其中 1 个项目已完全退出，青云科技、奇安信、艾力斯、苏州敏芯、

奥精医疗已经在科创板上市，荣昌生物在港股上市。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基金出资金额（万元） 基金出资占比 

1 青云科技 新一代信息技术 4,000.00 1.78% 

2 奇安信 新一代信息技术 12,000.00 0.64% 

3 艾力斯 生物医药 3,000.00 0.75% 

4 敏芯股份 新一代信息技术 5,000.00 2.95% 

5 奥精医疗 生物医药 10,000.00 5.84% 

6 荣昌生物 生物医药 5,000.0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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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一般在项目成长期参与投资，初创期参与投资的项目较少，虽然已经

有部分项目已上市，但二级市场市值波动较大，还有部分项目正在申报 IPO，能

否成功上市具有不确定性。基金未来收益以及具体分配时间和方案不确定，需以

基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退出安排为准。因此该基金收益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请自查你公司近三个月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说明是否存在

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1）公司近三个月接待机构现场调研的情况如下： 

接待

时间 

接待

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

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

况索引 

2021

年 6

月 2

日 

数码

视讯

大厦 

实地

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

部副总裁、

计算机首

席分析师

左少逸 

谈论内容： 

1. 公司的 5G+4K/8K 超

高清视频相关业务情况 

2. 公司在应急广播领域

的相关情况 

3. 公司视频安全解决方

案（内容版权保护、传

输链路加密等内容） 

提供资料：无 

深交所互动易

《数码视讯：

300079 数码视

讯调研活动信

息 20210602》 

经核查，在本次调研活动中，公司接待人员仅对已披露过的信息进行解释说

明、交流行业情况，未在小范围内泄露公司内部信息，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

性原则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2）公司近期个人投资者电话咨询情况如下： 

接待

时间 

接待

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

对象

类型 

接待对

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咨询的基本情况 

工作

日 

证券

部办

公室 

电话

沟通 
个人 

个人投

资者 

公司基本面

情况，未提供

书面材料 

平时公司通过接听热线电话

的方式解答投资者问题，向

投资者介绍公司基本面情

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在投资者热线电话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原则回答投资

者问题，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4.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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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系亲属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问询并核实未来 3 个月内是否存在

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的内容。 

经核查，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孙鹏程先生和

董事、副总经理石冬静女士卖出本公司股票，卖出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数占总股

本的比例（%） 

孙鹏程 集中竞价 2021 年 5 月 13 日 4.05 150,156 0.0105% 

石冬静 集中竞价 2021 年 5 月 13 日 4.04 65,600 0.0046% 

合计 215,756 0.0151% 

其他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

兼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孙鹏程先生和董事、副总经理石冬静女士本次减

持系基于个人财务安排执行预先公开披露过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规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

及其直系亲属近 1 个月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未来三个月内均不存在减持计划。 

5.请你公司结合经营业绩、近期股价走势、估值水平及主要股东减持计划等

情况向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 

（1）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0 年度，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6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92%、实现

净利润 76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82%；2021 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08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94%，实现净利润 1212 万元，较上年同期

实现扭亏为盈（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严重）。目前本公司经营情况稳定，基本面

未发生重大变化。 

（2）股价存在异常波动情形 

从 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11 日，公司股价上涨 117.44%，大盘同期涨幅

为 2.66%，创业板综指同期涨幅为 7.60%，中证 TMT 指数同期涨幅为 5.60%，

公司股价显著偏离指数表现，且市盈率（TTM）达到 108.19 倍，远高于 TMT 行

业平均市盈率 38.09 倍。消息面上，2021 年 5 月 2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

印发《关于加强协作配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意见提出，国家知识产权

局和公安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调会商机制，邀请有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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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全国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形势，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拟定年度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共同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本公司虽有版

权保护业务，但来自有关业务的收入及利润对公司整体经营和财务不构成重大影

响，未来发展情况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函复。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5 日 

 


	杭州创合精选基金目前的回报阶段仍处于收回出资阶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收到该基金分红金额0元；2021年1月份，本公司首次收到杭州创合的投资本金返还金额189.57万元，确认投资收益499.07万元。
	特此函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