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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 116 号的回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尊敬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收到贵部发来的《关于对北京数码视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 116 号）
（以下简称“问
询函”）。公司就问询中所涉及的事项逐一进行了核查，回复如下（加粗字体为问
询函原文）：
1、你公司于 2013 年设立数码视讯（美国），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990 万美元，
2014 年至 2016 年间多次增资后，截至 2017 年末的注册资本为 1.35 亿美元。请
你公司说明：
（1）数码视讯（美国）历次增资时点、金额、大额增资的原因、履行的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利用分次增资规避对外投资审议程序的情形。
经仔细核查，情况如下：
次序

金额

第一次

990 万美

2013 年

元

第二次

5000 万美

2014 年

元

第三次

5000 万美

2015 年

元

第四次

2500 万美

2016 年

元

增资的原因

审议程序

披露情况

为更好地完成公司海外并购、重组、战略投资，扩大

2013 年 9 月 16 日召开的第

公司业务和规模，同时建立海外科技研发及资源整合

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已披露专项公

平台，通过设立子公司，进驻美国硅谷，进一步拓宽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

告，并在定期报

海外市场。详见《数码视讯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设

有资金投资设立境外全资

告中体现变化

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42）。

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扩大美国公司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优秀的高

2014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

未披露专项公

科技人才，深度挖掘美国硅谷优质的投资及科研项目， 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
告，在定期报告
公司决是定使用自有资金 5000 万美元对美国公司进

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

行增资（分批进行）。

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扩大这一海外科技研发及资源整合平台的作

2015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

用，提升美国硅谷优质的投资及科研项目水平，公司

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已披露专项公

决定进行本次增资（分批进行）。详见《数码视讯关于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

告，并在定期报

向全资子公司数码视讯美国控股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

公司数码视讯美国控股公

告中体现变化

告编号：2015-012）。

司增资的议案》

为更好地进行海外并购、战略投资，扩大公司业务和

2016 年 8 月 29 日由董事长

规模，提升数码视讯的国际影响力及竞争实力，公司

批准

无须披露专项公

决定对美国公司进行本次增资。

按照《公司对外长期投资管

告，在定期报告

理制度》有关规定，属于董

中体现变化

中体现变化

事长权限范围内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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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公司每一次增资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履行了审批程序，
不存在利用分次增资规避对外投资审议程序的情形。但是，通过本次自查，我们
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于 2014 年向美国公司增资的事项未及时披露专项
公告，只是多次在定期报告中列示了美国公司注册资本及资产变化等信息。上述
情况虽未对上市公司资产及股东利益造成损害，但未能充分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
本公司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加强内部管理，同时郑重向投资者道歉并承诺
将持续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2）2011 年至 2014 年间，你公司合计将 5.27 亿元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请结合补流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及你公司货币资金整体情况，说
明数码视讯（美国）历次增资的资金来源，是否与该部分补流资金有关，是否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是否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第一，5.27 亿元补流资金使用情况
2011 年至 2014 年间，我司将 5.27 亿元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研发投入。2010 年我司研发投入 0.6 亿元，从 2011 年起公
司使用补流资金大幅加大研发投入，如 2011 年公司研发投入较上年增加 83.33%，
2011 年至 2015 年研发投入合计达到 8.6 亿元。
第二，历次增资的资金来源
本公司以销售商品或劳务所收到的现金分批支付对美国公司的增资款，具体
如下：
资金情况说明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现金流量表-销售商品或劳务所收到的现金（万元）

68,763

103,497

140,984

美国增资付款情况（万元）

18,454

19,905

48,851

2,990

3,200

7,280

美国增资付款情况（换算为等值美元，万美元）

综上，为数码视讯（美国）历次增资的资金均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与前
述补流资金均无关系。经核实，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无需
履行变更相关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2、你公司已披露的公告显示，数码视讯（美国）主营数字电视产品生产、
研发和销售以及海外投资。你公司向我部报备的数码视讯（美国）2017 年单体
财务报表显示，其主要资产系对 SFO 的长期股权投资、办公楼、货币资金、对
香港子公司数码国际的其他应收款等，应收账款、存货等科目均无发生额及余
额。请你公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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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数码视讯（美国）主要资产和负债项目余额及
具体内容，包括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房产、其他固定资产等。
说明：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美国公司单体报表资产总额为 13438.68 万美
元，具体含：货币资金(银行存款) 1397.61 万美元；其他应收款 7301.73 万美元
（其中因利率水平优势将 6944.8 万美元存放于香港；另有 120 万美元为借予 SFO
用于日常经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659.46 万美元（美国公司投资项目，详见
下表）；长期股权投资 2200 万美元（投资 SFO 公司），固定资产净额 716.89 万美
元，其中房屋净值 708.91 万美元；无形资产为土地 162.99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应缴税费 0.82 万美元。
投资总额
被投资公司或项目名称

主要业务

占被投资公司股权比例
（万美元）

TRUE VAULT AULTAULT, INC .

医疗数据安全云存储服务

ZPARK LLC

30.00

-

创业投资基金

300.00

8.67%

Pica8,INC

软件定义网络通信

100.00

1.14%

Conviva Inc

AI 视频分析技术开发

300.00

1.44%

Droplet Robotics Inc.

创投企业

10.00

-

Sherpashare.Inc

数据挖掘与共享服务平台

10.00

-

SKUCHAIN.INC

区块链

20.00

-

Playlist media,INC

音乐社交平台

10.00

-

Cassia Networks Inc.

蓝牙路由器

20.00

0.91%

Skycatch, Inc.

无人机测绘软件开发

130.00

1.66%

Prenav,Inc.

无人机机器人勘测服务

20.00

0.90%

Levyx lnc

spark 大数据平台优化

50.00

2.51%

Videostitch,INC

虚拟现实

30.00

-

Oriza Ventures,LP

投资基金

575.00

7.28%

Haystack TV, Inc

视频内容服务

15.00

-

ShadowBox Technologies, Inc.

机器人 3D 视觉服务，可用于无人驾驶

20.00

-

Neuvition Inc.

激光雷达

10.00

-

IPSV

创投企业

9.46

-

合计

1,659.46

注：表中列示的股权占比数据可能因标的公司更新不及时或扩大融资规模等情形与实际情况有微小误差，未明确列示股权
占比数据的项目为占比极低的债务工具类的小额投资。

（2）数码视讯（美国）货币资金的存放情况，是否存在使用受限或取用不
便的情形，大额资金存放于境外是否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否影响上市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并核查其自设立以来是否存在资金被违规占用、违规担保等
情形。
说明：美国公司货币资金均存放在当地银行，可随时支取使用，不存在使
用受限或取用不便的情形。本公司（合并报表层面）货币资金共约人民币 1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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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精确数据请以公司将于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容为准），其中
境外管理的货币资金约 7 亿元，便于公司及时抓住海外投资机会，不会降低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境内管理的货币资金约 6 亿元，足以满足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所
以投资美国公司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如内地公司发生大额资金需求，
美国公司可以通过提供借款、离岸账户质押等多种方式支持国内资金需求（周期
1~2 个月）。
经自查，美国的资金除了已支付的投资款外，未使用的资金存放于美国当地
银行及香港公司的银行，不存在资金被违规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
（3）数码视讯（美国）设立以来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否开展生产、研发及
投资及有关项目的具体情况，办公楼出租或自用情况、员工人数等。
说明：美国公司设立初期的经营计划包含生产及研发，但随着实际运营的逐
步开展公司进行了多方面综合评估，公司认为在美国公司当地进行生产及自主研
发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于是将美国公司的主要业务确定为投资，通过投资并
购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资源整合优化目标。前几年国内项目标的价格飙升，公司
将并购重点放在了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硅谷。因为就底层技术、核心技术而言，
美国硅谷是人才聚集地，很多方面都要领先于国内。公司的投资策略是前期本着
谨慎性的原则以小额投资、小比例参股为主，合作一段时间充分了解后再决定是
否要加大投资并购，投资收益及成效有较长的滞后性。美国公司在投项目具体情
况请参照上文问题（1）中列示的内容，公司将在《2018 年年度报告》中连贯披
露相关情况。
美国公司办公面积共约 1700 平米，其中 300 平米自用，其余的对外出租以
提高利用率，每年房产折旧费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美国公司目前有员工 7 人，
主要负责投资项目挖掘、跟进、调研、投资及投后管理，每年人工成本约人民币
150 万元。前述情况均不构成严重浪费资源的情形。
3、SFO 为数码视讯（美国）于 2014 年设立的持股 51%的控股公司，2015
年取得其剩余 49%的股权。你公司公告称 SFO 的主营业务为承办商业活动，有
媒体报道称其主要资产为高尔夫球场及其配套别墅。2014-2017 年，SFO 分别亏
损 14.26 万元、1,000.67 万元、773.10 万元和 1,015.67 万元，其中 2017 年亏损额
对上市公司净利润影响较大。请你公司说明：
（1）前述媒体报道是否属实，SFO 的具体业务，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
相关性，自设立以来承办商业活动的具体情况，持续亏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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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Sumavision SFO LLC（简称：SFO 公司）SFO 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占
地 4000 多亩的 36 洞高尔夫球场及配套经营性房屋，媒体所称“别墅”的说法不
准确。
SFO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以高尔夫球场为主要载体承办商务活动，收入含球场
收入、会费收入、专卖店收入、餐厅收入等。自设立以来，该平台已多次承办大
型活动，比如：高尔夫球节展销活动、高尔夫锦标赛、北加州公开赛、汽车巡展，
等；还承办婚礼及各类聚会、交流会等中小型活动。
SFO 公司近几年业绩不佳是因为前期更新、补充设施投入较大、近几年加州
干旱导致球场维护成本较高，但目前经营情况正在逐步改善，我们通过调整经营
策略，加强对外宣传，提升服务水平及客户体验，积极与企业商团等接洽合作，
吸引高端会员，从而提高收入及利润。2018 年较 2017 年亏损额降低约 40%（准
确数据请以公司 2018 年度报告为准），预计 2019 年情况将继续好转。
（2）如报道属实，说明你公司购买高尔夫球场时是否审慎分析其投资前景、
可行性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是否达到投资预期目的，其配套别墅的具体
用途，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说明：本公司在投资 SFO 公司前期，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财务实力充分考
虑了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投资团队借助律师、会计师、投资顾问等专业
第三方进行了大量调查评估工作后决定购买高尔夫球场作为商业运营交流平台，
并对球场占据的土地资源具有转变为商业地产后开发建立科技园区或其他主题
园区的潜力报有期望。
首先，投资该商业平台与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战略的相关性如下：
公司作为全球视频技术服务提供商，发展战略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公
司投资并从事海外相关的业务活动是为了打造一个位于世界创新之都硅谷的交
流平台，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资项目运作体系，使数码视科技的人才和技术与美国
先进的理念和机制有效结合，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配合并购、
投资等资本运作项目，促使海外业务规模较快发展壮大。硅谷是世界科技最集中
和前沿的地方，公司希望能够在此发现好的项目进行投资，通过商务平台引进更
多资金来到硅谷做投资、帮助孵化一些项目，同时也希望这些项目和公司能够到
中国发展，促成中美之间的技术交流与业务合作，将好的技术移植到国内，促进
国内业务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其次，4000 多亩的球场占据的土地资源具有转变为商业地产进行开发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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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对上市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形成保障。
SFO 公司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本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投资 SFO 公
司，累计投资额共 2200 万美元，未对上市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使用造成不良影
响。但 SFO 公司在球场运营过程中逐渐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如气候干旱导致运
营维护成本增加（水、电涨价等）、当地政策变化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影响导致经
营业绩不如预期。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SFO 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892.59 万美
元，净资产为 1725.46 美元，且 SFO 公司近几年经营业绩连续亏损对上市公司净
利润有所影响。结合目前的业绩及运营状况来看，公司当时对实际运营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预计不够充分，本公司正在积极努力改善局面。一方面调整 SFO 公司
现有业务的管理策略，如更换核心管理人员、引进第三方专业管理服务公司等；
另一方面，从球场所占据的 4000 多亩土地具有的商业开发潜力来看，当地已有
一些成功案例，SFO 公司正在努力向相关部门申请商业开发许可，能否顺利拿到
许可尚不确定，最终能否开发成功存在风险。此外，即使球场土地转变性质不顺
利，根据市场行情来看，该部分土地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圣何塞、靠近高速公路
101，近几年周边配套建设不断完善、房价呈上升趋势，土地目前已有一定增值。
媒体将球场正常运营所需要的配套房屋称为“配套别墅”的说法不准确，公
司投资 SFO 公司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核实 SFO 的费用明细，说明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支付个人费用的情形。
SFO 公司近三年的平均费用及相关税费支出约为 560 万美元，其中人工支
出约 250 万美元，与球场相关的教学、沙土、草皮、种子、肥料、设备租赁等球
场运营维护维修费用约 86 万美元，水电费、邮费、电话费、安全管理、办公用
品等日常费用约 66 万美元，折旧约 60 万美元，相关税费每年约 22 万美元。
经仔细核查 SFO 的费用明细，不存在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支付个人费用的情形。
特此函复。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