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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6                            证券简称：GQY 视讯                            公告编号：2018-52 

宁波 GQY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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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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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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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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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QY 视讯 股票代码 30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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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健 崔琳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 818 号海外滩金融

A 座 19 楼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 818 号海外滩金融

A 座 19 楼 

电话 021-61002033 021-61002033 

电子信箱 investor@gqy.com.cn investor@gqy.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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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8,037,133.03 61,236,822.67 10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981,082.37 -18,682,287.55 29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597,850.01 -20,568,479.94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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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59,142.16 -9,117,369.74 17.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292.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29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 -1.81%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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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711,717.23 1,122,152,512.54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6,578,387.99 990,597,305.62 3.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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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斯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2% 125,996,000  质押 10,000,000 

郭启寅 境内自然人 12.03% 51,014,152 38,260,614   

袁向阳 境内自然人 1.56% 6,624,000    

邱鸿达 境内自然人 1.38% 5,837,200    

邱清华 境内自然人 1.08% 4,567,900    

陈云华 境内自然人 0.65% 2,774,800 2,081,100   

吴民 境内自然人 0.29% 1,237,100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28% 1,200,000    

尖兵 境内自然人 0.27% 1,136,900    

毛雪琴 境内自然人 0.25% 1,071,856 1,071,8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郭启寅和袁向阳为夫妻关系，股东郭启寅、袁向阳、毛雪琴同时是公司控股股东宁

波高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除上述股东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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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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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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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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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构建以网络化、平台化、大数据为基础的综合解决方案，根据中长期战略规划，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内部“销售净毛利”项目考核，逐步集中资源向优势项目倾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803.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598.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2.59%。主要为公司优化资产，2018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

洲际机器人有限公司出售宁波环城西路南段 88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浙（2016）第 0155500 号），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约为4,270万元。 

（一）专业视讯 

1、大屏拼接技术升级，丰富产品线应对市场竞争 

其一，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中国航空商业发动机临港基地科研试验区、北京

轨道交通10号线、13号线线路视频监控系统、厦门地铁2号线、南宁市轨道交通3号线、合肥供水集团、黑

龙江省地震局等各中大型项目。 

其二， 公司不断进行大屏幕拼接的显示单元和处理器的技术升级。 

（1）在小间距LED显示单元方面，进一步细化、优化工艺，推出TOPCOB工艺小间距LED拼接显示单

元。TOPCOB小间距LED单元结合了SMD和COB工艺的优势，厚度仅58mm，合适各类安装场所。同时进

一步提高LED的像素点间距，推出点间距0.9mm的LED拼接显示单元，使得像素密度达到1120000点/㎡。 

（2）在DLP拼接显示单元方面，推出4K拼接显示单元。4K拼接显示单元在大幅度提升图像清晰度的

同时，也使作为可视化信息窗口的信息输出量成倍增加。4K拼接显示单元可输出3840*2160真实分辨率，

采用激光光源，亮度达到2500ANSI流明，对比度达到2000:1，支持3200K、7500K、9300K色温。 

（3）在处理器方面，研发出新一代的硬件处理器。该处理器在H300处理器的基础上，具有支持符合

GB28181视频平台的直接接入、标注功能、坐席管理系统等，可以更进一步满足用户的需求。 

其三，近年，小间距LED市场取得快速发展，其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主要在专业显示市场中对液晶和DLP

的持续替代。面对商用显示领域的技术升级，公司把握市场机遇，积极拓展产品线应对市场竞争。2017年

12月，公司增资收购深圳蓝普视讯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全面发力小间距LED市场。 

表1：公司2017年和2018年半年度新承接大屏订单中各项技术的比例变动对比 

 2017年1-6月 2018年1-6月 同比增减 

DLP  80%  57% -23% 

LED   7%  40%  33% 

LCD  13%   3% -10% 

合计  100%  100%  

由上表可知，2018年上半年，GQY视讯新承接的大屏拼接订单中DLP技术份额为57%，较上年同期下

降23个百分点；而小间距LED订单份额大幅提升至40%，较上年同期增长33个百分点，有效对冲DLP订单

下滑所产生的影响。 

2、深入探索用户需求，推动数据可视化和AR场景应用落地 

其一，数据可视化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探索用户需求，基于超高分辨率大屏幕显示，融合数据

可视化、空间地理运算（GIS）、大数据计算、智能互动等技术，形成“一体化、可视化”高分高清可视化

解决方案。同时，不断优化可视化项目团队人员结构，逐步构建完善可视化项目组。人才队伍涵盖需求调

研、可视化场景UE/UI设计、数据处理、图形展示，平台化架构，前后端开发、项目实施、售后服务等。

以新一代指挥中心为推动数据可视化场景应用落地，盈利模式也从单纯的屏体硬件销售向应用场景运营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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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AR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以数字沙盘、应急指挥等行业应用场景为基础，通过对增强现实技术

中的场景管理、三维注册、互动交互进行攻关，实现以空间定位与扫描、三维标绘、多人协作、虚拟沙盘

为特色的AR场景应用解决方案，并亮相第一届中国品牌博览会和2018北京国际军民融合装备展览会。 

其三，关于项目拓展，上半年度，公司参与多个高分可视化系统项目工程竞标，实施并完成多项公安、

交通、电力行业工程项目验收。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软件著作权6项，完成软件产品检测认证2项，软件产品登记测试1项。 

（二）智能机器人 

1、服务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领域，报告期内，双手臂银行服务机器人实现小批量销售，终端客户主要包括银行、法院、

博物馆和新闻媒体等。 

同时，公司布局安防布控机器人，针对重大公共场所进行安全巡逻、远程监控、安全告警等场景应用，

目前各项功能获得公安行业用户的认可。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安防布控机器人在智慧岗亭示范工程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明专利申请受理5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2项。服务机器人获得3C和CR认证等

国家认证证书。 

 2、特种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对车载自平衡救护平台持续进行产品化技术迭代，优化结构，降低

成本，同时进一步提高设备的安全性。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专利授权4项，其中发明3项，实用新型1项。车载自平衡救护平台通过第三方检

测机构的EMC测试（指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电池兼容测试）。 

公司机器人业务，将力争与主业专业视讯形成双业务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共创增长空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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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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