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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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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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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师江 因工作原因请假 曹建春 

董事 姜雪梅 因工作原因请假 吕公义 

董事 张福茂 因工作原因请假 袁继国 

 

1.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1.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93,332,0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

税)，共计派发 21,866,641.84 元，占当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并报表数)的 

36.36%。公司拟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存下一年度。该预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博瑞传播 600880 四川电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苟军 王薇 

办公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

意成都”大厦A座23楼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

“博瑞·创意成都”大厦A

座23楼 

电话 028-87651183 028-62560962 

电子信箱 goujun@b-ray.com.cn wangwei@b-ray.com.cn 

 

2.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以代理及提供劳务、产品等模式运营传统媒体经营业务，包括印刷、发行投递、报

媒广告等；以竞拍、自建等方式获取、经营户外广告业务；以自主研发游戏产品，与一流游戏运

营平台联合运营游戏项目，自主推进游戏产品的海外发行等方式拓展公司的新媒体游戏业务；同

时公司逐步向小额贷款、融资担保等准金融行业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

的文化体制改革专项规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

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指出“支持传统出版单位控股或参股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跨地

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建设若干家具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

型出版传媒集团”；同时，“互联网+”第一次纳入国家经济的顶层设计，大数据、分享经济成为国

家战略。 

在经济结构继续深化调整、传统行业整体需求持续收缩，技术和商业模式加速创新的大格局

下，原有的传媒行业已表现出发展桎梏，如传统纸媒经营持续下滑、游戏竞争日趋白热化。国家

系列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将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新时期。随

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新技术、新模式将继续推动新媒体革新步伐，传统媒体将经历更为深

刻的转型变革，网络化、移动化、数字化将持续贯穿文化产业改革的全过程。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4,342,265,179.19 4,502,694,223.21 -3.56 4,843,172,542.87 

营业总收入 1,005,647,223.31 1,241,045,497.48 -18.97 1,685,058,515.60 



营业收入 968,977,513.35 1,197,195,485.54 -19.06 1,624,068,28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0,136,093.25 74,662,171.59 -19.46 280,946,54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656,638.42 28,010,287.37 -191.60 284,457,83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18,375,057.50 3,589,830,470.27 0.80 3,624,488,01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4,628,270.03 323,636,624.95 -55.31 531,196,933.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7 -14.29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7 -14.29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7 2.08 减少0.41

个百分点 

7.9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总收入 231,699,368.57 249,937,772.14 236,787,600.19 287,222,482.41 

营业收入 222,735,605.52 242,621,441.58 227,024,908.06 276,595,55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04,226.25 3,433,440.99 57,101,773.36 -2,903,34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20,681.97 -3,865,431.92 -7,930,987.67 -14,580,90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153,985.90 -112,488,216.11 96,319,770.12 123,642,730.1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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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5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05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成都博瑞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0 255,519,676 23.37 253,706,092 无 0 国有

法人 

成都新闻宾馆 0 111,535,758 10.20 105,958,968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3,844,892 25,940,065 2.37 0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6,853,900 1.54 0 未知   国有

法人 

刘晓旭 7,569,465 7,569,465 0.69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申万菱信资产－

工商银行－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750,000 7,250,000 0.66 0 未知   未知 

深圳市旭能投资

有限公司 

-1,600,000 6,000,000 0.55 0 未知   未知 

周文彬 3,099,600 3,699,600 0.34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汪林冰 1,900 3,561,200 0.33 0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

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0 3,445,400 0.32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成都

新闻宾馆的国家出资企业登记为成都传媒集团（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14年 9月 13日发布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临 2014-034>）。2016年 12月 16日，博瑞传播收到成

都传媒集团通知，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成都市国资委”）已于 2016年 12月 15日向成都传媒集团以

及由成都传媒集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相关企事业单位核发了国

有产权登记证和国有产权登记表，成都传媒集团的产权已登记

至成都市国资委。故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成都新

闻宾馆为一致行动人。除此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注：截止上传年报时间，公司暂无法获取“年报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户数”（即 2017

年 2 月 28 日户数），故上述第二项为 2017 年 2 月 15 日的普通股股东总户数。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5.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2016年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1、强化网游业务“研运一体化”在公司转型发展中的重要性：通过与游戏发行运营平台的深

度合作，稳定传统游戏产品，坚持精品路线，积极拓展手游业务，为公司后续游戏的持续增长注

入动力。 

报告期内，博瑞传播旗下游戏业务受行业竞争加剧、老游戏生命周期衰减、新游戏上线速度

放缓等因素影响，收入和利润双降。全年以《全民主公》页游为代表的新游戏共上线 4 款，达到

年初计划上线游戏数量的低限。报告期末在营游戏 16款，其中端游 4款，页游 6款，移动游戏 6

款。 

漫游谷对整体经营工作进行了调整，自 2016年 9月参股投资发行平台广州糖谷后，逐步向“研



运一体”发力。2016年继续维护以页游《七雄争霸》、《街机群侠传》为主的老产品运营工作，手

游《七雄争霸》、《全民主公》流水较为稳定，年度新上线的页游《全民主公》、手游《全民暗黑》

符合预期。 

梦工厂通过整合杭州、北京、武汉等工作室，在保障端游《侠义道》系列和手游《龙之守护》

流水不发生大幅滑坡的前提下，将相关资源集中于研发《伏魔咒》、《龙之战境》、《战地指挥官》

三款手游。受发行商资源分配、版号办理进度等影响，报告期内计划公测的西游题材手游产品《伏

魔咒》未能如期在网易平台上线，影响了公司本期游戏业务的整体业绩。 

自研游戏的出海及海外运营业务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游戏分别在韩国、港澳台、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上线运营，累计实现海外运营流水总额 9800万元。 

2、坚持搭建夯实成都、布局全国的户外广告媒体网络，深挖资源，加强项目管控力度，实现

收益突破。 

2016年，面对传统户外广告投放量减少、行业呈现转型加速的发展态势，公司旗下博瑞眼界

继续坚持“夯实成都、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的发展思路，降低存量媒体闲置率、优化人员结构、

加强户外项目经营管控，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0,172.42万元，净利润-46.31 万元，同比上年大

幅减亏，基本实现盈亏平衡。 

报告期内，博瑞眼界一方面加强媒体和客户资源合作，定制全媒体组合式整合投放方案，深

度挖掘现有存量客户及存量媒体潜力。另一方面强化对外埠并购项目的经营目标管理和风险控制。

同时，全力获取、开发培育新的支柱型媒体资源，包括成都绕城高速媒体、仁恒广场媒体等市区

优质媒体项目，以及武汉公交候车亭广告牌资源的获取。2016年末，公司以 8143.612万元/年的

竞拍价，成功中标武汉主城区共计 3115块公交候车亭广告牌媒体未来三年的经营权，至此公司已

掌握武汉地区 90%的公交候车亭广告牌资源。公司通过立足于成都布点武汉、深圳而逐步搭建的

全国重点城市户外广告媒体网络运营平台的发展目标，正在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中。 

3、以项目为抓手，着力推进教育产业化经营探索，实现博瑞教育业务纵向延伸。 

报告期内，公司教育业务树德博瑞学校在校生再创新高，本年度中考、高考均取得历史性突

破，教学业绩及校风建设再上台阶，全年树德博瑞学校实现收入 9100.05 万元，净利润 2920.52

万元。同时，公司进一步涉足教育细分领域，创立九瑞大学堂开展课外培训，并相继增设夏令营、

冬令营及周末文化艺体培训等特色课程，全年九瑞大学堂实现收入 1291.13万元，净利润 236.30

万元。 

4、调整经营思路，管控内部流程，严格规避经营风险。 



在宏观经济继续低迷和不良贷款持续高企的大环境下，以风险控制为首位的博瑞小贷在 2016

年重点加强与区域内成都中小保、成都小保、成都农担等国有担保公司的业务合作，有效控制了

新增业务的回款风险；同时，强化内部管理流程控制、加大存量逾期贷款的催收力度，全年实现

营业总收入 4,343.56万元。 

5、其它项目稳步推进。 

博瑞麦迪亚成功引进成都农投公司、农资集团、川化股份等具有国资背景的实力企业，本年

度新增租赁面积共计 7164平米，出租率达到 93.11%，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含物业服务）

6,180.61万元,净利润 2,642.33万元。 

发行配送业务在报刊发行量继续急剧萎缩的环境下，将工作重点向物流配送转型发展。大力

配合 O2O同城配送，推进美团外卖配送，实现业务量高速增长，全年累计实现配送 530 万单量，

日均单量达 1.45万，较去年同期增幅达 6倍。报告期内发行板块实现营业总收入 14639.53万元，

其中外卖配送业务实现收入 4800余万元，初步实现从单一报纸配送到多产品“落地配”、“同城运

输”和“O2O同城配”三大业务板块共同支撑、同步发展的格局。 

（二）继续推进资本市场融资项目，围绕公司战略目标加强对优质项目标的进行参股并购，

助力重大项目落地。 

1、参股收购小保公司 20%股权，推进公司“传媒+金融”战略的实施。 

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发展已渐成趋势。为进一步拓展公司在产业金融领域

的布局，加快传媒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发展，更好的实现公司的战略转型，公司以 1.68亿元人民币

的对价成功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持有的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保公司”）

20%股权。本次收购几经波折，先后经历了两个不同收购方案。作为前置方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和国际金融公司合计持有小保

公司 81.034%的股权，但由于 2016年证监会对于类金融项目的审批政策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导

致前述交易方案搁浅，公司也通过相关程序决策后，终止本次收购事项并向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

申请文件。 

之后经与交易对方多次沟通、谈判，公司对前置收购方案进行了修改，形成最终方案——以

自有资金 1.68亿元作为对价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所持小保公司 20%股权。根据需履行的相关审批程

序要求，公司相继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国际金融公司购买其所持小保公司

2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8亿元，双方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此后公司依法



取得了四川省金融办、四川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的批复，2016 年 9 月 30 日，小保公司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本次交易所需的程序履行完毕，公司正式成为小保公司的合法股东，持

有小保公司 20%股权。 

收购小保公司部分股权是公司推进新一轮战略发展规划“传媒+金融”的重要举措。此次收购

完成后，通过与公司现有小贷业务融合、协调发展，有利于推进公司“传媒+金融”发展战略的实

施，进一步丰富和优化公司金融产业生态链，提升公司在金融领域的综合竞争实力，为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打下了基础。 

2、参股广州糖谷，试水游戏发行之路。 

2016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漫游谷跟投“爱奇艺”等独立投资机构，增资 2000 万元参与持有

广州糖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尝试进行游戏产品的“研运发一体化”，以期进一步与公司

游戏研发业务形成互动优势。广州糖谷以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的运营、发行为主营业务，计划依

靠专业团队，深入广告采买及产品市场推广，搭建自有游戏平台以沉淀用户。投资该项目符合公

司“传媒+金融”的整体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数字娱乐集群的战略推进。 

3、通过成立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并购基金，涉足大文化泛娱乐领域。 

报告期内，博瑞传播前期拟设立的两支文化产业基金——联创博瑞、英硕博瑞已正式完成工

商注册，同时还参与认购了上海利保华辰基金的相关份额。截至报告期末，联创博瑞基金已募资

到位超 9000万元，决策投资项目 4个，基金即将完成首期募资后进行工商变更工作；英硕博瑞基

金尚处于优质项目寻找、LP选择谈判及募资的阶段，暂未进行实缴出资工作。 

发起设立和参与认购基金项目，符合“传媒+金融”的整体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可以通过基金

的资源优势投资聚焦大文化产业，包括影视传媒、体育娱乐、休闲旅游和在线教育领域，以及通

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对上述产业升级改造的领域。 

4、投资经营幼儿园项目，尝试学龄前教育，布局打造全龄段教育产业链。 

为延伸、完善教育产业链条，拓宽教育产业领域，公司于报告期内落地博瑞卓英幼稚园项目，

进军幼教行业。至此，博瑞全年龄段教育产业链完成搭建，在相关细分领域的尝试及管理经验积

累为公司下一步在教育领域的做大做强奠定了基础。 

（三）公司治理规范工作 

1、实际控制人变更顺利完成。 

报告期内，博瑞传播着力配合推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工作。2017年 1 月，成都传媒集团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豁免成都传媒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成都博



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8 号），核准豁免成都传媒集团及成都日

报报业集团因国有资产变更而控制博瑞传播 367,055,434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7%而应

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博瑞传播实际控制人变更工作正式完成。 

根据相关要求，公司自 2014年 9月开始启动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工作，拟将实际控制人由成都

商报社变更为成都市国资委。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

成都新闻宾馆的国家出资企业登记均为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市国资委已于 2016 年 12月 15日向成

都传媒集团以及由成都传媒集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相关企事业单位核发了国有产权登记证和国有

产权登记表，成都传媒集团的产权已登记至成都国资委，故经此次国有资产管理层级调整后，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正式由原成都商报社变更为成都市国资委。因本次收购是成都市国资委批准进行

的国有资产变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已触发收购人即成都传媒集团及成都日报报业集团的要约

收购义务，收购人已于 2016年 12月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并于 2017年 1月中旬

取得证监会的批复。 

目前成都传媒集团已正式开始对博瑞传播履行出资人管理职能，行使股东权力和义务。未来

将有利于传媒集团整合优势资源，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协助推动公司实现业务拓展和业绩增长，

以进一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加强内控建设，加强监管，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最新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积极开展内控自查工作，进一步建立

健全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同时，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协助公司进行风险梳

理，通过内部审计与中介机构的外部审计，确保公司业务开展合法合规、内控有效、风险可控。 

3、切实履行上市公司信披义务，注重投资者回报。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遵循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的披露原则，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知情权。

同时，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等规

章制度，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及并购小保部分股权项目等事项时，认真履行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

及保密义务，有效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 

2016年，公司董事会持续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全力提升信息披露质

量。全年共计完成了各类披露报备文件近 200份，其中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近 90份，披露内容及

时、公平、准确和完整；针对交易所关于再融资项目的相关问询函，积极会同中介机构进行认真

准备并详尽披露。公司通过多样方式积极开展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促进投资



者对公司的了解，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投资者热线等平台与投资者建立及时、全面

的双向沟通机制，形成良性互动；通过举办“战略规划说明会暨投资者交流会”及“机构投资者

现场调研会”等现场投资者交流活动与投资者充分沟通，引导投资者正确判断公司价值，增加投

资信心。 

积极回馈全体投资者，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长期注重投资者的分红回报，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三年股东回报规划，规范并

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透明度，以保证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完成 2015 年度利润分配计划，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933320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约 3280万元。 

 

六  其他重要事项 

6.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6.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6.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全部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上期相比，公司本期新增全资子公司 1 户，新

增控股子公司 2 户，减少控股子公司 4户，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

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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