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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上接B38版）

对于2021年1月1日前的经营租赁，公司作为承租人的情况下，除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

租赁外，对其余租赁合同按2021年1月1日剩余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根据每项租赁按照假设自

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准则处理的账面价值计量使用权资产。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租赁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执行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

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要求。 新会计政策的执行可以更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审议、表决程序及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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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0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下午16:00

一17:30举行2020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

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卫伟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军先生、独立

董事陈建林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叶威先生、保荐代表人吕绍昱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

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下午17: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0年度报告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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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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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计2021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相关公告于2021年4月30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曾开天、杨军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公司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此项议题。公

司对2021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2021年1月1日-2021

年3月31日期间已发

生金额

上期金额

采购商品

游戏IP分成、游

戏分成、项目分

成

深圳市益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0.98 9.16

成都朋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00 18.00 148.79

成都墨非科技有限公司 520.00 8.14 87.06

深圳战龙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2.00 0.96 10.07

上海萌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804.83 723.52

北京萌我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6,000.00 1,153.10 8,813.05

深圳市哲想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350.00 113.16 125.13

北京不朽之王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 -

成都星合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 -

成都市龙游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270.00 - -

深圳市范特西科技有限公司 5.00 1.12 -

SNK�Corporation 15.00 3.73 129.44

小计 12,166.00 2,104.01 10,046.22

销售商品

软件/游戏运营

收入

上海羽厚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0.00 6.62 132.72

小计 130.00 6.62 132.72

合计 12,296.00 2,110.62 10,178.94

2021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可能因交易金额变动、关联人控制的法人范围发生变化等情况，与

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在审议的额度范围内进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12,

296.00万元。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总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采购商

品

游 戏 IP 分

成、 游戏分

成、 项目分

成

深圳市哲想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25.13 5,000.00 0.07% -97.50%

2020年4月

2日披露的

《 关 于

2020� 年 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 计

的公告》

北京指上缤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50 0.00% -100.00%

成都爆米花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 1.00 0.00% -100.00%

北京萌我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813.05 15,000.00 5.01% -41.25%

成都朋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8.79 80.00 0.08% 85.99%

成都墨非科技有限公司 87.06 527.35 0.05% -83.49%

江苏野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10.08 4,500.00 1.71% -33.11%

龙掌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59.53 - 0.03% 100.00%

SNK�Corporation 129.44 - 0.07% 100.00%

上海萌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23.52 - 0.41% 100.00%

深圳市益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6 10.00 0.01% -8.40%

深圳战龙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10.07 6.00 0.01% 67.83%

小计 13,115.83 25,124.35 7.45% -47.80%

销售商

品

游戏销售收

入

上海羽厚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2.72 - 0.01% 100.00%

广州旭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92 - 0.00% 100.00%

小计 136.64 - 0.01% 100.00%

合计 13,252.47 25,124.35 - -47.2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在预计范围内。 关联方日常关联交

易的发生基于实际市场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较难进行准确预计。公司

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主要从控制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

方面来考虑， 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

计，因此，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会存在差异，但其对公司

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公司根据市

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因此，公司关联交

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会存在差异， 但其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

较小。 履行该额度内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交易以市

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合理。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市益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松坪山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D座701

3、法定代表：但成龙

4、注册资本：1,250.00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网络游戏及手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多功能飞行器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及销售；工业机器人、

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摄像机、雷达技术的研发及销售；视觉增强产品、显示仪表、飞行头盔的设计研发及销

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

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职业技能培训。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且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军担任其董事，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721.77万元，净资产1,442.4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2,117.23万元，净利润859.22万元，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以往与公司的交易均能正常

结算，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本年度关联交易仅涉及产品采购及分成，不存在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款项形

成坏账的情形。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二）成都朋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华一路99号8栋8层9号

3、法定代表：刘刚

4、注册资本：人民币2,817.60万元

5、经营范围：设计、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许可证从事

经营）；网页设计；计算机技术支持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数字内容服务；动漫设计；房屋租

赁。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2.34%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派驻董事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

联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406.75万元，净资产3,926.02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235.03万元，净利润68.21万元。 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以往与公司的交易均能正常结

算，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本年度关联交易仅涉及产品采购及分成，不存在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款项形成

坏账的情形。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54.00万元。

（三）成都墨非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世纪城南路599号天府软件园D区6栋505号

3、法定代表：王江

4、注册资本：125.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电子产品；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

让；计算机系统集成；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进出口；家具、家用电器租赁。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派驻董事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

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946.80万元，净资产846.78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336.70万元，净利润-1,201.86万元，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以往与公司的交易均能正常

结算，具备履约能力，本年度关联交易仅涉及产品采购及分成，不存在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

的情形。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520.00万元。

（四）深圳战龙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向南瑞峰创业中心A区3037

3、法定代表：莫青阳

4、注册资本：42.8572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游戏软件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售；数据库管理；数

据库服务；计算机软件设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3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64.00万元，净资产-13.14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224.32万元，净利润51.27万元，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以往与公司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

具备履约能力， 本年度关联交易仅涉及产品采购及分成， 不存在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情

形。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2.00万元。

（五）上海萌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真南路4268号2幢JT10753室

3、法定代表：曲扬扬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一般项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

交流、技术推广，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专业设计服务，图文

设计制作，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人。

7、履约能力分析：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疑虑。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2,000.00万元。

（六）北京萌我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29号维亚大厦12层042号房

3、法定代表：任宇翔

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从事技术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

向全国招生）；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产品设计；包装装潢设计；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17%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派驻董事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3,437.98万元，净资产12,380.19万元，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21,736.77万元，净利润12,724.23万元，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

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6,000.00万元。

（七）深圳市哲想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沿山社区蛇口工业七路蛇口科技大厦204D

3、法定代表：王楸璇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售；数据库管理；为软件企业提供孵化服务；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口业务。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派驻董事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

人。

7、履约能力分析：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疑虑。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350.00万元。

（八）北京不朽之王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园二区203号A段7层1708

3、法定代表：郭径宏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电脑动画

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影视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文具用品。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派驻董事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

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41.25万元，净资产1,011.30万元，2020年度实现净

利润-88.70万元。 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具备履约能力。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450.00万元。

（九）成都星合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五街200号2号楼A座4楼

3、法定代表：陈立

4、注册资本：125.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进出口；销售玩具。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4%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派驻董事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

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1,961.65万元，净资产8,020.14万元，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141.51万元，净利润-3,037.02万元。 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具备履约能力。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1,500.00万元。

（十）成都市龙游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吉泰路666号2栋19层8号

3、法定代表：邓钢

4、注册资本：156.25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

集成；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多媒体设计；工艺美术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不含气球广

告）；技术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类凭资质证书经营）；通信与自动化控制系

统开发。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派驻董事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

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645.96万元，净资产655.44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771.32万元，净利润203.67万元。 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协议，不

存在履约风险。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270.00万元。

（十一）深圳市范特西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座19层08-14房

3、法定代表：汤克云

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网络技术开发。 许可经营项目：网络游戏开发、运营与维护（限制项目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派驻董事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

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5.00万元。

（十二）SNK� Corporation

1、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大阪府吹田市江坂町一丁目16番17号

3、法定代表：葛志辉

4、注册资本：1,001,313.5576万日元

5、经营范围：游戏设备的开发、制造、贩卖、租赁以及进出口；电子游戏机的开发、制造、贩卖、租赁以及进

出口；电子应用游戏设备及软件的开发、制造、贩卖、租赁以及进出口；网络游戏企划、开发、制作、上线、贩卖、

运营以及管理；游戏软件企划、开发、制作、上线、贩卖、运营以及管理；移动端内容的企划、开发、制作、上线、

贩卖、运营以及管理；电子内容的企划、开发、制作、发布、贩卖、运营以及管理；游戏、视频、音乐等内容的企

划、开发、制作、发布、贩卖、运营以及管理；游戏机、玩具、文具、纤维制品、日用杂货品以及电子电器设备仪器

的企划、开发、制作、发布、贩卖、租赁以及进出口；版权、特许权、商标权、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获得、买卖以及

使用承诺；经营咨询业务、教育业务、广播电视业务、电子通讯业务、劳务人员派遣业务、广告代理业务、保险

代理业务、饮食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经营；古物品的买卖及租赁；互联网商店运营、管理以及经营；上述各项

目所有附带或相关物品的制造、贩卖、进出口、租赁以及服务提供；上述各项目所有附带或相关的一切业务。

6、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曾开天担任其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15.00万元。

（十三）上海羽厚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真南路4268号2幢JT6981室

3、法定代表：王柏森

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从事网络、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

集成，网络工程，动漫设计，创意服务，图文设计制作，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电信业务。

6、关联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25%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人。

7、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837.61万元，净资产862.1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690.38万元，净利润-641.98万元。 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具备履约能力。

8、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13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版权金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2、游戏分成、项目分成、IP分成、游戏销售收入按照实际运营收入及与关联方确定的分成比例定期支付。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均签署了游戏（产品）代理协议、游戏（产品）委托开发协议。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与游戏研发商在资本及产品方面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而后获得研发商优秀

游戏产品的代理运营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就目前情况而言，对本公司主营业务是必要的，预计在较长时间

内还会持续进行。

（二）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与关联方的上述交易系公司“投资+产品代理”的经营模式所导致的，对于业内优秀的游戏研发商，公司

以投资参股并采购游戏产品的方式展开合作，由于公司能够对投资企业产生影响，从而在游戏代理优先权方

面获得优势。

（三）说明交易是否公允、有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的影响。

本公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不利影响。

（四）说明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

其控制）及依赖程度，相关解决措施等。

上述交易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较小，对本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依赖于

关联方。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的，一旦公司认为此类交易有失公允，市场化的渠道仍

然是畅通的。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

度的规定对关联交易进行授权审批。

六、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事前将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

必要的沟通，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公司2021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合理，履行该额度内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曾开天、杨军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独立董事认

为公司管理层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预计额度合理，履行该额度内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合理。关联董事回避该项关联交易的表

决，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要求，未

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2020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超过预计的交易金额。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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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三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三七互娱” )于2020年12月23日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间接收购广州三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的议案》，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实现对广州三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三七网络” ）20%股权的间接收购，广

州三七网络成为三七互娱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将上述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7日与徐志高、薛敏、贺鸿、刘军、刘嘉昱签署《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芜湖三

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徐志高、薛敏、贺鸿、刘军、刘嘉昱之资产购买协议暨利润补偿协议》。

根据该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现金21.6亿元收购徐志高、薛敏所持有的淮安顺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顺勤合伙” ）100%股权，以自有资金支付现金7.2亿元收购贺鸿、刘军、刘嘉昱、徐志高所

持有的淮安顺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顺景合伙” ）100%股权。 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为

28.8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顺勤合伙、顺景合伙成为公司的全资合伙企业，广州三七网络亦将成为三七互娱

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2020年12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0年12月23日召开的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州三七网络的资产交割也于2020年12月完成。

二、业绩承诺情况

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指徐志高、贺鸿、刘军、刘嘉昱）共同承诺，广州三七网络2020年度、2021年度、

2022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12亿元、14.4亿元、16.56亿元。 注：承诺净利润数指广州三七网络利润

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合并报表口径（如适用）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

除外）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承诺净利润数。

补偿方案如下：

（1）补偿义务

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共同向甲方承诺， 如果广州三七网络截至利润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末的累计

实际净利润数不能达到相应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则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共同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为免歧

义，如广州三七网络利润承诺期间内各年度实际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净利润数，则该年度利润承诺与增持

主体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且超出当年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可以用于抵扣下一年度的承诺利润。最终累

计实际净利润数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之差额根据会计师出具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的审核

结果确定。

（2）补偿方式

如在利润承诺期间内， 广州三七网络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数的，则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应在当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按本协议的约定向上市

公司支付补偿。 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合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交易对价总额－截至当期期末已补偿金额总

额。 其中：a.合计承诺净利润数指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承诺的广州三七网络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即42.96亿元;� b.应补偿金额在各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之间按比例分摊（即徐志高、贺鸿、刘

军、刘嘉昱分别占比为：75.25%、10.75%、10.5%和3.5%）。 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应优先通过股份补偿的方式向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标准如下：

A.股份补偿的方式：股份补偿金额=补偿股份每股价格×补偿股份数量

A1.补偿股份每股价格：补偿股份每股价格=各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按照本协议约定购买上市公司股票

的平均价格

A2.补偿股份数量：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补偿股份每股价格

A3.涉及现金分红的处理：在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购买并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期间，上

市公司如实施现金分红的，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获得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

A4.股份的回购：上述A2中所涉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1.00元总价回购。

若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

原因而无法实施，则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2个月内，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

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该等补偿股份赠予本次补偿义务发生时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上市公

司其他股东获赠股份比例为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

B.现金补偿的方式：利润承诺与增持主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利润承诺与增

持主体以现金进行补偿。

C.补偿总额：无论如何，标的份额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上市公司向徐志高、薛敏、贺鸿、

刘军、刘嘉昱实际支付的标的份额的交易总对价。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广州三七网络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依法取得的财政

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39,954.32万元和138,978.33万元。 2020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2020年度

承诺净利润120,000万元。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瞿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勇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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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54,213.81 154,179,236.17 1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944,727.42 43,266,111.42 -2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9,786,959.97 39,264,582.18 -2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752,388.35 -127,872,420.91 50.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46 -4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46 -4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6.69%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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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639,071.13 2,470,235,160.18 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0,503,552.43 1,886,611,305.37 1.80%

注：2021年第一季度， 由于部分项目特别是合同金额较大项目进度调整导致交付工期延

后，对当期收入确认造成一定影响。 此外，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市场领域，研发费用、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1.1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74,508.0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07,520.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25.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4,504.99

合计 4,157,767.4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退税 6,911,754.78 与公司经常性经营活动相关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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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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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磊 境内自然人 64.24% 81,100,000 81,100,000 质押 5,020,000

深圳市智能人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8% 7,295,000 7,295,000

深圳市云智慧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8% 6,285,000 6,285,000

北京嘉华宝通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767,462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其他 0.35% 446,557

曾传坤 境内自然人 0.25% 319,000

段玉青 境内自然人 0.25% 318,533

卫开胜 境内自然人 0.23% 296,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科技创新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275,099

吕晓峰 境内自然人 0.21% 27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嘉华宝通咨询有限公司 767,462 人民币普通股 767,462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446,557 人民币普通股 446,557

曾传坤 3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000

段玉青 318,533 人民币普通股 318,533

卫开胜 29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75,099 人民币普通股 275,099

吕晓峰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段得华 248,345 人民币普通股 248,345

王博 23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智能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云智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与瞿磊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瞿磊分别持有其44.89%和8.59%的合伙份

额，为其实际控制人；除上述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卫开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96,200股，实际合计持有296,200股。

股东吕晓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7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27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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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4,510,626.85 2,877,589.85 56.7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客户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37,088,767.06 15,289,199.53 142.58%

主要系本报告期为项目备货而预付采购

款增加所致

存货 292,332,901.92 210,541,974.51 38.85% 主要系本报告期项目备货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15,162,383.1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13,455,686.44 34,846,956.19 -61.39%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2020年度员工年终

奖所致

租赁负债 15,114,038.1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2、利润表项目的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6,211,203.41 11,331,029.84 43.07%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扩大市场领域，市

场拓展发生的人力成本和费用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8,445,795.18 5,958,579.65 41.74%

主要系本报告期办公费及中介审计费用

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27,587,337.70 15,777,511.16 74.85% 主要系本报告期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3,886,765.18 -83,110.36 -4,576.63%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2,807,520.55 1,949,364.38 44.02%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结构性存款收益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9,032,355.68 -6,498,625.45 38.99%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增

加，计提的坏账准备相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86,427.69 5,992,494.26 -55.17%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纳税所得额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7,063,611.97 78,498,856.66 189.26%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务增长、 销售回款增

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9,816,000.32 206,371,277.57 40.43%

主要系本报告期为项目备货而预付采购

款增加以及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752,388.35 -127,872,420.91 50.93%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务增长、 销售回款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12,952,020.58 271,949,364.38 198.94%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本

金增加以及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收益金

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11,525,347.65 270,196,349.00 200.35%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本

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74,699.8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按新租赁准则支付房租

费用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10,788,959.91 367,974,042.22 310.57%

主要系上年度公司上市收到募集资金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软件能力成熟度CMMI� 5级（最高级）评估认证证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取得CMMI�5级评估认证证书事项 2021年03月22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005号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663号）文件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156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6.81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61,723,6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24,963,6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36,760,0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5月20日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7-37

号）。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募投项目进展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基于人工智能

的智慧口岸系

统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否 71,129.00 71,129.00 2,415.64 11,901.14 16.73% 2022年6月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升级

建设项目

否 20,157.00 20,157.00 15.00 77.52 0.38% 2023年6月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营销服务网络

升级建设项目

否 12,390.00 12,390.00 411.66 2,311.62 18.66% 2023年6月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103,676.00 103,676.00 2,842.30 14,290.28 -- -- -- -- --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91,113.66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理财收益1,727.94万元）。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情

况

盛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海南美兰机场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美兰机场T2国际

航站楼查验配套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美兰）

143,315,000.00

正在履行中，符合

进度要求，因使用

单位增加合同外

新需求等因素，海

南美兰机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同

意项目工期延至

2021年5月30日。

0.00 13,269,500.00

盛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建设指挥部

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口岸检查检验

及配套设备设施

项目 （航站楼现

场部分）

407,698,850.77 正在履行中 0.00 93,188,014.58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2,0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59,000 0 0

合计 81,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机构

名称（或受

托人姓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

类型

产品

类型

金额

资

金

来

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投

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期

损益实

际收回

情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概述

及相关查

询索引

（如有）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龙华支行

银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6,000

自

有

资

金

2021

年01

月11

日

2021

年03

月11

日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赎清

时收

取

2.95

%

28.61 28.61 已收回 0 是 是

2021 年 1

月 9 日 巨

潮资讯网

（http:

//www.

cninfo.

com.cn）

《关于使

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

金和自有

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

告 》

（2021-0

01）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金谷支行

银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6,

000

自

有

资

金

2021

年01

月08

日

2021

年03

月29

日

招 商 银

行 点 金

系 列 看

涨 三 层

区 间 80

天 结 构

性存款

赎清

时收

取

1.25

%

43.84 43.84 已收回 0 是 是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龙华支行

银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3,

000

募

集

资

金

2021

年01

月11

日

2021

年03

月11

日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赎清

时收

取

2.95

%

109.6

8

109.6

8

已收回 0 是 是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车 公 庙 支

行

银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6,

000

募

集

资

金

2021

年01

月08

日

2021

年03

月29

日

招 商 银

行 点 金

系 列 看

涨 三 层

区 间 80

天 结 构

性存款

赎清

时收

取

1.25

%

98.63 98.63 已收回 0 是 是

合计

81,

000

-- -- -- -- -- --

280.7

6

280.7

6

-- 0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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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

日在公司会议室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21

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直接送达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含独立董

事3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瞿磊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和审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024）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30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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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

日在公司会议室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21

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直接送达等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

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罗富章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秦操女士列席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第

一季度报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024）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30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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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兰机场T2国际航站楼

查验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美兰）

合同履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海南美兰机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兰机场” ）于2020年12月签署了《美兰机场T2国际航站楼查验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美

兰）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由公司负责美兰机场T2国际航站楼查验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 ）设备供货、深化设计、系统优化、安装、调试、集成、拆改及现场恢复、交

付、培训、维修保养、售后服务和质保期保障等，项目工期80日历天，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

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美兰机场T2国际航站楼查验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美兰）合同签署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现将合同履行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履行进展情况

合同签署后，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开展相关工作，美兰机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预付

款。但由于联检使用单位增加多项合同外新增需求，以及现场涉及的拆改工作超出预期，导致

项目在合同工期内无法完工，为此公司向美兰机场申请了项目延期。近日，公司收到美兰机场

出具的《关于美兰机场T2国际航站楼查验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美兰）工期延期申请的复函》，

同意将项目工期延至2021年5月30日。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一）本次项目延期为非公司原因导致的延期，不涉及合同违约，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赔

偿。

（二）本次使用单位新增需求在暂列金中列支，不增加合同总金额。 除交付时间延期外，

其他主要条款未发生变化，本次延期不会对合同履行造成其他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将积极与客户进行沟通，全力推进项目按期交付，但过程中可能受自然灾害和

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市场、政策环境、项目交付基础条件变化等不可预计或非公司

可控因素影响，存在项目交付进度等不能按照计划约定执行的情况（非公司原因，不构成违

约）。

（二）合同结算金额以项目审计结算为准，存在最终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可能。

（三）公司以项目交付并通过客户验收确认收入，收入确认的具体时间以客户验收时间

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披露合同履行

进展情况。 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海南美兰机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美兰机场T2国际航站楼查验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美兰）工期延期申请的复函》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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