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6-034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VR 领域合作事项的

问询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或“上

市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东

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VR领域合作事项的问询函》，现就问询函

内容回复如下：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 2016 年 6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与 CMC VR有限

公司、JAUNT 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MG”）、与 CMC VR 有限公司及美国 VR 公司

JAUNT 公司拟共同成立合资企业（以下简称“JAUNT 中国”），为用户

提供电影级别的 VR 影视内容，SMG 将通过资本投入和内容运营，不

断推进 VR 产业发展。此外，公告中表示 SMG 将携手上市公司共同参

与本次项目。公告对本次协议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参与本次合作

的业务模式和经营风险等方面的披露不够充分，请对以下事项作进一

步补充披露。 

一、根据公告，上市公司不是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主体，请说明

该合作事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协议之外的其他与上市

公司相关的合作安排。如否，请说明公司将其作为重大事项予以披露



 

的原因，如是，请予以明确： 

回复： 

上市公司不是本次合作的签署主体，但根据意向书内容，上市公

司将与 SMG 共同投资美国 JAUNT，并与 JAUNT、CMCVR 共同成立 JAUNT

中国合资公司。同时，未来合资公司会与上市公司展开具体业务合作。

但是，上述合作内容目前处于意向阶段,上市公司参与投资的金额、

持股比例等需要进一步洽谈并签署正式协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1.结合上市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业务领域及布局，说明上市公

司在此次 VR 合作中具体从事的业务内容、参与方式及目前的参与程

度，本次参与项目与公司业务或产品的关联度，目前是否具有相关产

品或成果。 

回复： 

VR 作为智能移动设备出现后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和内容门类，必

定会带来更多商业机会，极有可能颠覆影视文化行业的格局，将有利

于获取新媒体用户，并建立新的商业模式。目前，上市公司已初步做

好可行性研究，与 JAUNT中国拟将在以下业务展开合作： 

1、上市公司目前已在 BESTV APP 移动端开设有 VR 专区，可以优

先获取 JAUNT 中国的优质 VR 的内容供应； 

2、合资公司所使用的云服务由上市公司实现支撑； 

3、为体验空间的展示展览提供内容产品； 

4、上市公司的现有影视制作可为 JAUNT 中国提供 IP 资源； 

5、上市公司的现有广告业务可为 JAUNT 中国提供各类广告营销

业务，与此同时 JAUNT 中国的 VR 内容可为上市公司广告业务提供新

的展示形式。 



 

上述业务合作是上市公司根据自身资源优势提出的可开展业务

合作的内容,尚需与拟成立的合资公司进一步洽谈。目前，上述业务

尚无相关的产品和成果。同时，在本次合作协议签署时，尚无明确的

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未来由于市场环境变化，上市公司经营策略变

化等原因，合作内容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商业模式也需要进一

步研究。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2.公司本次参与合作对公司的可能影响，包括参与相关业务的经

营方式、盈利模式等。 

回复： 

基于目前研究，未来可能的经营方式包括： 

1、JAUNT 中国的优质 VR内容可以在 BESTV APP移动端呈现，增

加用户粘性，提升终端价值。 

2、VR体验空间：东方明珠坐拥东方明珠电视塔、梅赛德斯奔驰

文化中心等上海地标，将利用自身强大旅游资源优势，打造 VR 体验

馆；经营方式以按次收取体验费用为主，盈利模式主要建立在庞大的

既有客流基础上；如该项合作能顺利推进，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单游

客游览驻留时间和单游客价值。 

3、VR 游戏：以 Sony PS VR作为平台，扩大 VR 游戏市场，增强

VR 产业变现能力。 

4、探索影视 IP 在 VR 领域的应用、VR渠道广告等，将公司的 IP

资源通过 VR形式呈现出来，同时合资公司的 VR 技术的推广可以借助

上市公司的广告渠道平台。 

VR 作为新兴媒介形式，具有较为独特的呈现方式和内容门类。

我们已经初步设计规划了相关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但需要未来进一

步探索和验证。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3.公司参与本次 VR合作的可行性，是否具有相应的技术、人员、

资金等支持，是否已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如有，请予以充分说明。 

回复： 

上市公司参与本次合资公司的合作是利用 VR 技术对上市公司已

有的渠道分发、云服务、场馆运营等业务的提升。VR 是一项新生技

术，与文化产业衔接紧密，上市公司具有文化新媒体产业运营的经验

与实力。目前相应的技术和专业人员储备尚显不足，但是经适当调整

升级后，上市公司的技术和人员可以基本满足与合资公司的业务对接

需求。上市公司有相对充裕的资金满足本次合作。 

上市公司与本次合资公司的可行性研究尚在进行中，具体的经营

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4.若公司本次参与的合作事项尚处于初步阶段，公司应充分提示

前述与上市公司业务开展有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回复： 

目前该领域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 

1、履约的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控股股东签署的《设立 JAUNT

中国的意向书》仅为各方意向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事宜需合

作各方另行签订相关协议，且最终协议能否签订并通过公司相关审议

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VR 技术成熟度及应用程度不高的风险：由于 VR 行业尚处于

早期，未来实际开展产业化运作时，能否满足用户的视觉需求，仍存

在不确定性，从而存在应用程度不高的风险。 

3、项目运营风险：由于 JAUNT中国定位于提供高品质的 VR内容，

单项目投入资金较大，存在项目运营的风险。 



 

4、合资公司 VR内容能否在上市公司拥有的终端呈现存在不确定

性，合资公司的 VR 内容能否在上市公司的终端呈现不仅需要考虑其

技术因素，也要考虑商业因素，从而存在不确定性。 

5、用户规模与转化率低的风险：由于广播电视用户点播 VR 内容

过程中，存在借助辅助视频呈现设施，或重新购买、改造具有 VR 视

频内容呈现功能的终端设备等“二次投入”问题。因此，实际产业化

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 VR视频用户规模及现有广播电视用户 VR转化

率低等市场运营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6、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次控股股东签署的《设立 JAUNT

中国的意向书》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根据公告，本次拟设立的合资公司 JAUNT中国将为用户提供

高端 VR 内容的专业制作及分发服务。若公司将参与本次合作的相关

业务，请补充说明： 

1. JAUNT 中国在 VR领域掌握的具体技术、水平及获得途径，目

前已经形成的成果，产业化应用的具体阶段和商用实例，经营模式、

盈利方式及人员配备等。若相关技术尚处于初步产业化阶段，请充分

提示风险。 

回复： 

JAUNT 公司是目前全球 VR 影视领域最负盛名的科技公司，拥有

从前端拍摄设备、后期自动缝合、云传输服务，到内容发布的整套解

决方案。未来，JAUNT 中国将获得 JAUNT 在美国所有技术的授权，并

使用 JAUNT 最新一代光场技术摄像机 JAUNT ONE 提高业界制作水平，

并采用 JAUNT 的技术。同时，JAUNT 在美母公司将为 JAUNT 中国提供

持续的技术研发支持。 



 

在 VR内容领域，全球范围内尚缺乏成熟的产业化实例；目前 VR

行业在国内尚属早期，存在产品技术成熟度不足、用户体验有待改善、

相关人才较为缺乏等风险。同时，经营模式、盈利方式尚在探索过程

当中。敬请投资者关注。 

 

2．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公司及控股股东 SMG 相关人员通过媒体

采访方式对外披露了有关 JAUNT 中国和 SMG 未来有关 VR 发展的若干

战略规划。请公司结合目前 VR 领域的竞争情况，分析 JAUNT 中国的

竞争优势及劣势，并详细披露其未来发展的相关规划，并充分提示相

关风险。 

回复： 

内容优势：目前，VR 影视行业内容质量普遍较低，用户急需更

为优质的内容。JAUNT 中国将延续 JAUNT 母公司对内容品质的要求，

坚持 PGC、电影级、高质量的内容标准。同时，JAUNT 中国将借助股

东方的大量优质 IP资源，制作电影级优质 VR 内容。 

技术优势：目前，VR 行业内技术参差不齐。JAUNT 作为世界 VR

行业领先者与东方明珠以及股东方强强联手，将提供从内容制作、前

端拍摄设备、后期云端自动缝合渲染，到全平台内容分发的整套内容

解决方案。 

成本压力：由于制作电影级 VR 内容的要求较高，短期内的投入

可能高于其他竞争对手。 

目前合作尚在洽谈过程中，JAUNT 中国现有规划包括以下内容： 

JAUNT 中国将以生产制作优质内容为发力点。引进顶级 VR 技术

解决方案，形成最先进的电影级生产制作能力。 

JAUNT 中国将借助各股东方资源积极探索 VR 在影视、动画、游

戏、互动体验等各类可适用领域的商业机会。 



 

JAUNT 中国短期目标是完成国际领先技术的引进和 VR 业务国内

落地开展。中长期目标，是成为国内最先进的电影级 VR 内容的生产

制作机构，为推动整个 VR 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VR 技术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虽然可预计 JAUNT 中国在一定

时间内具有技术领先优势，但技术领域竞争激烈；该 VR 内容的体验

能否得到中国本土用户的接纳尚待市场验证，未来的商业价值能否充

分体现也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规划的落实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关注风险。 

 

3. 请公司核实本次合作外资参股 JAUNT 中国是否受到相关法规

中有关外商准入的限制，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根据目前投资意向书所涉及的业务范围，以及上海广播电视台的

播出机构资质和对上市公司的资质授权，目前的合作架构设计，符合

相关外商准入限制的规定。我们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规定执行。 

 

三、根据公告，SMG 将重点发展 VR 影视领域，未来还将涉足 VR

体验空间、VR 游戏这两大应用领域。请补充说明 SMG 在上述领域中

的具体业务规划、经营模式、盈利模式等，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若 SMG 的未来发展战略与公司没有直接关系，

公司应予以明示。若与公司有关，且相关产业仅涉及初步规划，公司

应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及风险。 

回复： 

SMG 的 VR 战略根植于其多年积累的内容和产业资源综合优势，

在影视、游戏、体验空间方面有着多年的产业积累和丰富的运营经验，

为 VR技术在上述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和优势。 



 

1、VR 影视： 

VR 作为新兴媒介形式，具有较为独特的呈现方式和内容门类。

当前的 VR 影视内容的表现形式和创意创作方式尚在探索中，其经营

方式可兼容传统电视广告经营模式和当前互联网的流量变现，衍生增

值模式，也将有其自身的独特盈利模式，需要进一步探索。 

SMG将以优质内容为发力点，联合国内外知名专业创意制作机构，

快速提升优质 IP 的创作能力。同时，引进顶级 VR技术解决方案，形

成最先进的电影级生产制作能力，建成国内第一家面向全球的 VR 发

布平台。 

2、VR 游戏： 

经营方式： 

（1）以公司自有 IP（譬如极限挑战）开发特色 VR游戏,提供给

用户体验。 

（2）开发与实地场景结合互动的 VR 游戏，提供给用户体验（包

括自有线下旅游地标及场馆等）。 

（3）以公司 Sony PS VR 为平台，推进销售和积累 VR 用户扩大

VR 游戏市场，增强 VR 产业变现能力。 

盈利模式： 

（1）实地场景游戏的体验收费。 

（2）主机游戏的下载（购买）收费。 

（3）广告服务收费。 

（4）其他流量变现以及衍生产品和服务的收费。 

3、VR体验空间：集团拥有东方明珠电视塔、梅赛德斯奔驰文化

中心、话剧艺术中心、上海马戏城、美琪大剧院、兰心大剧院等上海

地标及优质演艺场馆，将利用自身强大资源优势，打造 VR体验空间。 

经营方式：初期以自身拥有场馆和空间为主，建设 VR体验空间；



 

经营成熟后，将以模式输出、IP 输出、合资共建等方式拓展体验空

间市场。 

盈利模式：对已有大量客流的场馆（譬如东方明珠 2015 年全年

客流量超过 500万人）主要以收费体验为主，其他场馆以收费结合广

告、整合营销的方式为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客流汇聚，品牌知名度提

升，同步推进流量变现、衍生服务等收入模式。成熟的商业模式确立

后，管理模式输出也将是一项收入来源。 

4、发展规划： 

SMG 已经在积极探索 VR 在影视、游戏、体验空间、衍生服务等

领域的商业模式，构建“IP+制作+发布+分销+衍生变现”的战略布局，

力争成为国内第一家以出品优质内容为核心，具备完善 VR 产业生态

运营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 

SMG 的短期目标是形成 VR 业务与其他业务的互动与良性促进关

系，实现 VR 业务+原有业务的整体价值最大化；SMG 的中长期目标，

是实现 VR 业务单独盈利，并辐射和带动原有业务的正向快速发展，

同时为整个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上述 SMG VR战略中，上市公司将在 IP资源、渠道分发、云服务、

VR 体验空间、VR 游戏等领域切入，具体拟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1、上市公司 BESTV APP 移动端的 VR 专区，将成为 JAUNT中国的

优质 VR 内容的呈现平台； 

2、上市公司将为合资公司提供云服务支撑； 

3、为内容产品的展示、展览提供体验空间； 

4、上市公司的现有影视制作可为 JAUNT 中国提供 IP 资源； 

5、上市公司的现有广告业务可为 JAUNT 中国提供各类广告营销

业务，与此同时 JAUNT 中国的 VR 内容可为上市公司广告业务提供新

的展示形式； 



 

6、上市公司的 PS VR 可与合资公司的 VR 技术展开合作。 

由于全球 VR 技术以及其产业化尚处于早期阶段，未来技术如何

完善、商业模式的形成等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规划的实施也存在

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6 月 3 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