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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2017-051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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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化 股票代码 0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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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晨 江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 9-5 号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 9-5 号 

电话 57807786 57807780 

电子信箱 chenc@bjc-ent.com 000802@bjc-en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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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30,888.27 156,102,359.91 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657,409.59 10,188,053.75 27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901,166.07 -16,737,068.40 3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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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960,609.22 -175,523,23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2 0.0186 186.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2 0.0186 186.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42%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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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6,084,843.34 5,276,622,450.06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96,220,268.21 4,413,484,128.25 -0.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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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力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68% 113,841,309 0 质押 113,802,300 

富德生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7% 111,649,909 111,649,909   

西藏金宝藏文

化传媒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27% 52,816,457 52,816,457 质押 52,804,114 

西藏九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4% 47,516,300 47,516,300 质押 47,510,000 

石河子无极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4% 38,085,201 38,085,201 质押 38,000,000 

新疆嘉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3% 37,990,695 37,990,695 质押 10,000,000 

西藏金桔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2% 31,390,123 31,390,123 质押 7,847,531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2.27% 16,489,646 0   

王绍林 境内自然人 1.95% 14,188,424 0 质押 8,092,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

宝盆 98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32% 9,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盆 98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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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持有我公司股票 3,67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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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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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围绕2017年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工作，各项经营状况良好。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已由原有的旅游业

务逐渐转型为涵盖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综艺、新媒体及旅游文化的全产业链文化集团。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

收入16,673.09万元，同口径比去年同期增加1,062.85万元，同比增加6.81%；实现利润总额4,004.28万元，同口径比去年同期

增加3,135.15万元，同比增加360.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65.74万元，同口径比去年同期增加2,846.93万

元，同比增加2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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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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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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