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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2                               证券简称：捷成股份                               公告编号：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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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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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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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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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捷成股份 股票代码 3001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游尤 袁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半壁街村 9 号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半壁街村 9 号 

电话 010－82330868 010－82330868 

电子信箱 youyou@jetsen.cn yuanfang@jetsen.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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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085,599.54 1,369,241,918.40 3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2,030,516.50 403,146,429.39 2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07,149,010.04 382,716,464.13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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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0,605,366.32 -336,387,83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43 0.1667 22.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43 0.1667 22.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6% 5.96%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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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3,287,227.21 12,671,934,124.46 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85,423,726.33 8,977,154,067.46 5.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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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子泉  33.34% 851,745,445 698,809,084 质押 373,452,401 

陈同刚  4.93% 126,011,410 92,797,086 质押 13,890,000 

喀什滨鸿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3.67% 93,663,830 93,663,830 质押 72,191,876 

熊诚  2.90% 74,218,696 72,744,548 冻结 74,218,695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

资 593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32% 59,293,598 0   

喀什和暄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9% 58,539,872 58,539,872 质押 40,840,989 

东方汇智资产－

工商银行－东方

汇智新毅创盈定

向增发计划二号

资产管理计划 

 2.13% 54,460,617 0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二组合 
 2.02% 51,677,958 0   

中融基金－北京

银行－中融国际

信托－中融－融

琨88号单一资金

信托 

 2.02% 51,677,958 0   

黄卫星  1.83% 46,805,851 0 质押 11,6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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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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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捷成世纪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6 捷成 01 112490 2019 年 12 月 09 日 6,015.99 4.5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0.06% 28.65% 1.4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02 16.81 -34.4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广播电影电视业 

 

2017年上半年，在“内容与技术双轮驱动，做具有国际创新技术的数字文化传媒集团”的既定战略下，公司继续音视频技

术服务和音视频内容服务为基础的全产业链布局，持续发掘现有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客户资源的综合价值，努力构建覆盖音视

频创新科技、内容制作、版权运营及营销、跨网跨屏全价值链服务和运营的企业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908.56万元，同比增长32.85%；营业利润54,990.72万元，同比增长24.88%；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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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46.68万元，同比增长13.94%；净利润53,375.12万元，同比增长27.0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2,203.05万元，

同比增长29.49%。 

1、音视频技术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国

人民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客户的多个项目，保持行业技术领先水平和市场领先地位，在融合媒体云平

台、AR&VR技术、AURO-3D沉浸声技术、4K制播技术、大数据引擎、智能监控、云安全等方面继续挖掘产业价值，增强

高质量客户粘度。 

报告期内，与国际知名企业Avid Technology, Inc.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此举将在产品上给公司带来重要的互补，尤其是

在广电新闻，音频系统和图文在线包装方案等方面。同时Avid最新领先国际的云端应用产品已在全球战略部署，这跟公司的

未来云技术发展方向将实现良好互补。 

2、影视内容领域 

捷成文化品牌落地，内容板块发力明显。 

通过加大对旗下重组公司的业务整合，理顺公司在影视内容制作、版权运营、全国影视节目内容交易平台云服务等传媒

文化领域内容和技术相结合业务的管理架构，公司旗下捷成文化集团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优势、平台优势、业界资源优

势，做强做大影视内容板块，打造整体的优质的捷成文化品牌。 

（1）内容制作 

2017年上半年，公司多部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或省级卫视频道、各大院线实现播出并收获良好的收视率：战争剧《擒狼》

于2017年6月12日在央视八套上星播出；取自中国缉毒警察的真实案例题材剧《卧底归来》于2017年5月12日在山东卫视、天

津卫视联合爱奇艺播出；都市职场情感剧《漂洋过海来看你》于2017年4月2日在浙江卫视首播；消防员题材《火线出击》于

2017年2月27日登陆腾讯视频独播；都市家庭剧《淘气爷孙》于2017年1月28日在深圳卫视上星播出。电影《欢乐喜剧人》、

《冰雪大作战》、《临时演员》、《29+1》等在全国院线公映。 

（2）数字版权运营及全媒体发行领域 

随着业务的迅猛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夯实了国内新媒体版权运营龙头的优势地位，以影视内容版权为核心，加大

内容集成力度，确保国产影视内容市场占有规模的基础上提高内容质量，向产业化、国际化方向拓展。2017年上半年，公司

采购数字电影版权2,000余部，电视剧版权100余部，动漫近百部集，其中包括《西游2伏妖篇》、《刺客信条》、《决战食

神》、《游戏规则》、《星际特工》等优质院线电影作品，以及《漂洋过海来看你》、《复合大师》、《人生若如初见》、

《老爸当家》、《霍去病》、《思美人》、《繁星四月》等卫视黄金档电视剧。 

公司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积极部署数字版权运营的海外战略：2017年上半年，公司引进海外优质影视作品1,000余部，

开展影视内容集成的国际化发展布局，其中，意大利电影作品《爱的战争》与《意大利比赛》于“2017北京国际电影节”入选

“聚焦意大利”展映单元，芬兰国宝级动画形象“姆明”电影三部曲之《姆明谷的圣诞降临》作为芬兰独立100周年献礼影片有

望年底登陆大陆院线，德国电影《我单纯的兄弟》、《欢迎来到德国》、《罗比和托比的奇幻历险》、俄罗斯电影《芭蕾芭

蕾》、日本电影《流浪猫》、阿根廷电影《隧道尽头》、英国电影《图书馆自杀事件》等七部电影作品入围“2017上海国际

电影节”展映。 

在海外发行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多部电影、电视剧相继登陆新加坡电信、马来西亚无线电视台、柬埔寨有线电视台、香

港TVB卫星频道、香港电讯盈科、台湾有线电视台、台湾中华电信平台、韩国AsiaN卫星频道、凤凰卫视欧美台、旧金山无

线电视台、HBO亚太频道、非洲有线电视网等等，其中，《繁星四月》在香港电讯盈科Viu频道与大陆同步播出；《快手枪

手快枪手》等多部大陆优质电影被译制为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等多语种不同语言版本在非洲播出；《漂洋过海来看你》、

《思美人》等多部电视剧登陆美国主流网站Viki、dramafever、hulu，并且以全英文方式上线播出，深入欧洲、美洲、澳洲

主流本土观众。公司旗下子公司华视网聚在 YouTube 的官方频道，2017 年上半年观看时长超过20 亿分钟。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子公司华视网聚与中国移动咪咕视讯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在内容运营合作、渠道分发、内容

版权、频道运营、技术合作、影视投资等领域全面展开深度合作绑定。 

3、特定场景下2C端的努力——数字教育领域 

公司依托自身音视频创新科技、内容制作、数字版权运营打造的捷成数字教育云平台已于2016年12月完成了牡丹江市的

上线运行。平台按照“一二四”模式（一个核心、两个平台、四大服务）构建，即以教育资源智慧库为核心的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和以教学管理数据为主的教学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涵盖不同教育类别面向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和社会公众的

四大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市场开拓，加快捷成数字教育云平台的落地工作，目前旗下参控股公司已在无锡市、佳

木斯市、白山市、抚远市、宜宾市、鹤岗市等开始试点或试运行，在湖北省、河南省、吉林省、广东省、云南省、广西省、

陕西省、贵州省、江西省进行产品推广。截止2017年6月30日，捷成数字教育云平台注册用户已超50万。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积极推进捷成数字教育云平台2.0版本升级工作，升级后的教育云平台存储的教育资源将覆盖K12

全学段及全学科，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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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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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2017年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37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

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2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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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