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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6                            证券简称：GQY 视讯                        公告编号：2019-92 

宁波 GQY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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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报存在异议。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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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22,586.71 128,037,133.03 -6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290,805.29 35,981,082.37 -5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817,097.21 -12,597,850.01 -8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474,991.32 -7,559,142.16 -211.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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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3.57%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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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692,640.82 1,102,768,837.67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8,251,816.55 1,009,362,915.14 0.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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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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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清华 境内自然人 2.24% 9,492,249    

袁向阳 境内自然人 1.56% 6,624,000    

邱鸿达 境内自然人 0.79% 3,351,404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71% 3,000,000    

罗华 境内自然人 0.70% 2,975,200    

陈云华 境内自然人 0.65% 2,744,800 2,081,100   

肖志军 境内自然人 0.54% 2,300,000    

陈辉 境内自然人 0.52% 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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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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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开封市人民政府 

变更日期 2019 年 06 月 24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9
900011370&stockCode=300076&announcementId=1206383347
&announcementTime=2019-06-25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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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度，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

的经营目标，坚持在主营业务上聚焦深耕，深挖客户需求，强化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不断增强公司发展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92.2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62.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729.0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1.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2,281.7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81.12%。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宁波奇科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自动化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和上海新

纪元机器人有限公司等三家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对当期损益的税前影响约为2,916.32万元；上年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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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年同期损益的税前影响为4,289.03万元。受上述因素影响，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网管大厅、杭州地铁6号线、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综合监

控集成工程、宁波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辽河油田等多个大型DLP项目，延续公司在DLP视讯领域的传统优势；

同时建设黑龙江省应急厅、浙江大学文博馆、武警北京总队等多个小间距LED项目，持续拓展国内小间距

LED市场份额。 

2、技术研发与创新 

上半年度，视讯研发团队围绕构成拼接显示解决方案的大屏显示技术、拼接处理技术、可视化应用技

术等三个层面进行技术升级： 

大屏显示方面，推出4K分辨率的DLP拼接显示单元和三色激光DLP显示单元的应用预演，其中在小间距

LED显示产品方面，公司积极改进生产工艺，在原有TOPCOB技术的基础上推出共阴技术，降低小间距LED显

示系统功耗30%。在点间距方面也适时推出基于四合一技术的miniLED，以及两款16:9规格、两款8:9规格

以及一款2:1规格显示单元，进一步丰富小间距LED产品线及产品规格。 

拼接处理系统方面，在公司系列处理器的基础上，研发混合架构处理系统； 

可视化应用方面，在公安行业应用的典型场景进行AR-VIS可视化平台升级，推出公安可视化应用标准

化产品2.0版本，新版本融合了3D显示、AR互动等相关技术。 

3、业务流程优化重组 

上半年，公司优化生产制造、供应链、研发及市场营销资源等部门，协同内部资源，提升生产运营效

率，实现公司整体资源的高效配置。 

4、子公司股权转让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9年5月16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宁波奇科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转让上海新

纪元机器人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转让宁波自动化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2019年5月17日，公司收到郭启寅先生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三家子公司股权转让款合计20,050.13万元。

2019年5月28日，三家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交易事

项已全部完成，公司不再持有宁波奇科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自动化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和上海新纪元

机器人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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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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