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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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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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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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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646,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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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真视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77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岚

鞠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 12 号中国国际
科技会展中心 B1008

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 12 号中国国际科
技会展中心 B1008

传真

010-59220128

010-59220128

电话

010-59220193

010-59220193

电子信箱

IR@bjzst.cn

IR@bjzst.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多媒体视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面向能源、政府、金融、交通、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大中型用户，提供以多媒
体视讯系统为核心，结合各行业特点和个性化视讯需求的咨询、设计、研发、实施、运维等全方位服务。公司的多媒体视讯
综合解决方案业务主要分为多媒体信息系统以及基于多媒体信息系统平台支持的生产监控与应急指挥系统两类项目。公司是
目前国内多媒体视讯系统第三方解决方案主要提供商之一，在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多媒体视讯行
业是一个融合音视频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新技术产业，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范畴。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下称“《规划》”）。《规划》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提出
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并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列为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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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708,715,520.09

581,777,951.56

21.82%

650,799,97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39,834.31

46,720,243.95

28.51%

59,388,85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284,156.94

44,495,145.29

28.74%

58,125,30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978,088.84

66,999,634.36

25.34%

32,803,156.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

0.78

10.26%

0.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

0.78

10.26%

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6%

18.59%

-3.63%

27.85%

营业收入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末

2013 年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1,064,201,188.71

741,455,776.79

43.53%

652,774,600.26

543,411,568.62

269,625,454.97

101.54%

234,905,211.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19,095,072.22

152,569,505.42

137,082,720.56

299,968,22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38,874.06

18,577,099.34

9,624,628.90

19,799,23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30,374.06

17,773,253.75

9,395,003.63

18,085,52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150,911.47

14,121,340.72

-39,022,602.24

185,030,261.8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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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4,995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3,903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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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红

境内自然人

21.24%

17,132,460

17,132,460

胡小周

境内自然人

12.74%

10,273,200

10,273,200

陈瑞良

境内自然人

6.17%

4,973,940

4,973,94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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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

境内自然人

5.82%

4,697,640

4,697,640

金石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5.12%

4,128,420

4,128,420 质押

中融人寿保险 境内非国有
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4.96%

4,000,087

4,000,087

吴岚

境内自然人

4.45%

3,592,320

3,592,320

肖云

境内自然人

3.27%

2,640,420

2,640,420

罗继青

境内自然人

3.27%

2,640,420

2,640,420

李拥军

境内自然人

3.27%

2,640,420

2,640,420

4,128,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1、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上述股东中，胡小周先生和王国红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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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面对宏观经济增速下滑、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公司积极开拓创新，加强研发，提升管理，各项业
务保持了较快的发展。
(一）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871.55 万元，同比增长 21.82%；实现利润总额6,909.67 万元，同比增长29.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3.98万元，同比增长 28.51%；实现经营活动净现金流8,397.81万元，同比增长25.34%，
较好的完成了公司的年度任务。
(二）完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2015年6月1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并于2015
年6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IPO共募集资金25,56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3,797.25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21,762.75万元。
（三）募投项目稳步推进
公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多媒体信息系统升级项目、生产监控和应急指挥系统升级项目。截止报告期末，募投项目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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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稳步推进中。目前，募投项目具体计划中基于云技术的云平台（云视频、云媒体、云培训）系统项目（申请注册商标：真
会通）、智能多媒体交互协作软件、数据可视化展示平台软件等已经投入应用，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报告期内，公司还取得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种类：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
为开展云视频会议运营业务提供了条件。
（四）完成面向未来的组织管理模式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未来发展需要，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运营组织模式，新设创新创业中心和资本运营中心，构建了业
务运营中心、创业创新中心、资本运营中心等三大中心齐头并进的运营管理模式。
公司一直倡导内部创业创新，此次成立创业创新中心，是将创业创新提高到了更高的战略地位予以保障和推进。同时，
随着公司今年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公司也更加重视借助资本平台来整合资源，构建外延式发展与内生式发展并举的战略发展
格局。
（五）区域战略显现成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市场份额，近年来公司一直将大力发展区域市场作为重要战略之一。公司将全国市
场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南和胶东等8个区域，公司目前在主要城市设立了12个分公司和11个办
事处（其中2015年新设重庆办事处）。
近年来区域市场快速发展，2015年公司在区域市场继续取得良好的业绩，尤其在华东、西南、东北等区域实现了营业
收入的较大增长。
（六）新行业、新客户进一步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在继续服务好老客户的同时，积极开拓新行业、新客户。除了在能源、金融、政府等传统优势行业保
持较快增长外，公司今年也加快了在军工、医疗等行业的拓展。公司客户群进一步扩大，客户资源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公司目前服务的政府部门客户约占国务院部委机构总数的四分之一，公司服务的中央企业客户约占中央企业总数的三
分之一。
（七）加强人才战略，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的积极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目标与企业愿景的实现，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共57名，合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共64.65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7.29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于2015年12月30日完成授予登记并上市。
（八）知识产权进一步积累和沉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强知识产权申请工作，先后取得了《远程呈现系统V1.0》、《流媒体播控系统
V1.0》、《监控数据采集系统V1.0》、《信息发布系统V1.0》、《分布式编解码系统V1.0》等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以及1
项发明专利：《自动音视频信号的检测方法》，1项外观设计专利：《移动设备用支架》。
目前公司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共57项，专利技术共5项，使公司的研发成果和知识产权得到了较好积累和沉淀。
（九）加强品牌建设，行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工作，先后荣获了信息化视听行业年度榜年度代理商、2015年度中国市
场十大系统年度集成商、2015中国十佳石化行业方案商、2015中国十佳应急管理方案商、智能建筑精品工程等重要奖项。公
司还被评为中国AAA级重质量、守信用企业。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多媒体信息系统

483,987,244.86

116,396,476.98

24.05%

25.92%

18.51%

-1.50%

生产监控与应急
指挥系统

121,667,379.59

25,812,553.98

21.22%

4.16%

-14.80%

-4.7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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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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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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