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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自 2022年 9月 28日至 2022年 10月 25日，公司股票价格涨幅为 215.17%，

累计换手率为 536.97%，截至 2022 年 10月 25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50.9

元/股，静态市盈率为 60.74 倍，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数据，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105.24 倍，公司所处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46.55 倍，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同

时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收入持续下滑风险 

公司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8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0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滑。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签订合同、但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的履约义务所对应的收入金额

为 4.34 亿元，较 2021 年 12 月 31日的 4.77 亿元进一步减少。受国内疫情多点

散发，尤其北京疫情影响，公司近年来的市场及销售工作受阻滞。部分项目延期

招标，部分项目无法入场实施，部分轨道交通项目未能按原计划开通。若上述情

况未能得到明显改善，公司业绩将受到重大不利影响，营业收入及利润水平将存

在持续下滑的风险。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7,395,657.27 600,682,252.57 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4,359,417.18 147,911,853.61 -1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519,169.80 139,986,698.61 -26.05%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2,742,863.94 338,101,925.07 -4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14,824.27 87,635,037.58 -64.27%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581,799.58 80,993,257.40 -74.59% 

3、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教学信息化市场参与主体类型较多，既有硬件、软件/技术平台或教学内容

的提供商，也有系统集成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行业集中率低，市场处于充分竞

争阶段，体现蜂巢特点。现有竞争者仍在不断加大投入，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相关

技术企业布局教育行业，将导致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风险 

新冠病毒变异等情况给全球新冠疫情发展及防控工作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我国也有局部地区疫情出现反复，影响公司的市场活动、销售工作，跟进项目的

招投标落地及在建项目的按期交付，以及部分项目回款时间延长，会对公司业绩

造成影响。 

5、收入波动风险 

公司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业务一般需要现场安装调试，并经客户验收合格

后才确认收入。部分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同时，受国内疫情影响，部分项目无法

入场安装调试及验收，也会延长项目实施周期，致使公司收入在年度之间可能呈

现不均衡性，存在收入波动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2022 年 10 月 21 日、2022 年 10 月 24 日、2022 年 10 月 25 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26.2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上市公司董事会履行关注、核实程序后，作出以下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目前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日常经营情况

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认为有必要再次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自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股票价格涨幅为 215.17%，

累计换手率为 536.97%，截至 2022 年 10 月 25 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50.9

元/股，静态市盈率为 60.74 倍，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数据，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105.24 倍，公司所处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46.55 倍，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同时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收入持续下滑风险 

公司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8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0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滑。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签订合同、但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的履约义务所对应的收入金额为

4.34 亿元，较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4.77 亿元进一步减少。受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尤其北京疫情影响，公司近年来的市场及销售工作受阻滞。部分项目延期招

标，部分项目无法入场实施，部分轨道交通项目未能按原计划开通。若上述情况

未能得到明显改善，公司业绩将受到重大不利影响，营业收入及利润水平将存在



持续下滑的风险。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7,395,657.27 600,682,252.57 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4,359,417.18 147,911,853.61 -1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519,169.80 139,986,698.61 -26.05%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2,742,863.94 338,101,925.07 -4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1,314,824.27 87,635,037.58 -6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581,799.58 80,993,257.40 -74.59% 

3、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教学信息化市场参与主体类型较多，既有硬件、软件/技术平台或教学内容

的提供商，也有系统集成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行业集中率低，市场处于充分竞

争阶段，体现蜂巢特点。现有竞争者仍在不断加大投入，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相关

技术企业布局教育行业，将导致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风险 

新冠病毒变异等情况给全球新冠疫情发展及防控工作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我

国也有局部地区疫情出现反复，影响公司的市场活动、销售工作，跟进项目的招

投标落地及在建项目的按期交付，以及部分项目回款时间延长，会对公司业绩造

成影响。 

5、收入波动风险 

公司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业务一般需要现场安装调试，并经客户验收合格后

才确认收入。部分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同时，受国内疫情影响，部分项目无法入

场安装调试及验收，也会延长项目实施周期，致使公司收入在年度之间可能呈现

不均衡性，存在收入波动的风险。 

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公司会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也借此机会再次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