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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3                             证券简称：印纪传媒                            公告编号：2017—076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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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未提出异议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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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纪传媒 股票代码 00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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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冰 刘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26 号 A 座 25 层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26 号 A 座 25 层 

电话 010-85653696 010-85653696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dmgmedia.com zhengquanbu@dmgmedia.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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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101,980.27 970,810,277.25 -2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7,779,489.09 260,099,008.45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7,661,018.27 214,052,330.24 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25,617.34 171,421,854.78 -8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21 0.2351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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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21 0.2351 2.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1% 15.15%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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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6,790,571.57 3,617,011,932.50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1,831,792.22 2,279,732,354.08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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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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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文革 境内自然人 65.17% 720,856,720 686,584,720 质押 587,246,520 

北京印纪华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8% 141,344,454 134,624,454 质押 136,920,000 

张彬 境内自然人 5.43% 60,095,191 52,571,393 质押 52,595,191 

中融金控（青岛）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0,000,000  质押 1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0% 7,725,1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

锦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4,491,000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陆家

嘴国际信托－瑞祥 6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3,703,18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

南信托·聚鑫 38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3,700,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2,609,2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3% 2,59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印纪华城的有限合伙人为肖文革，肖文革持有印纪华城 99%出资额。肖文

革与印纪华城已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其他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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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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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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及2017年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工作，对原有整合营销业务继续精耕细

作、巩固行业地位和核心竞争优势，开拓自身丰富的海内外影视娱乐资源，实现整合营销和娱乐内容的协

同发展，同时，公司顺应当下行业形势的发展，审慎选择投入的业务量，使公司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39.37亿元，净资产24.32亿元，资产负债率33.27%，2017年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7.71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94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68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整合营销业务 

2017年上半年，公司在整合营销服务业务上继续优化客户结构，强化品牌管理和营销内容的创新，同

时适应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传播，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高品质的创意和执行力完

成了全新BMW5系产品及品牌体验活动项目，在项目执行中，有效地将客户品牌信息传递给了消费者，激

发了产品与目标人群的情感共鸣，获得了客户和业界的认同。 

2、影视娱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多部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精品剧项目数量已初具规模，包括报告期

内出品播出的精品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卧底归来》、《孤战》。 

其中，《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在国内主流媒体平台以及卫视上播出，剧中片段体现着浓厚的士

大夫风骨，场景制作的精良与服装道具运用也彰显出时代特色与美学底蕴，后三国时代的权谋纷争更是荡

气回肠，受到了观众的热捧与热议。 

预计2017年下半年将陆续播出或取得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军事联盟之虎啸龙吟（大军师司马懿之军

师联盟2）》、《如若巴黎不快乐》、《十里洋场拾年花》、《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不婚》、《幸

福照相馆》等。 

电影方面，公司与国际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合作出品的经典科幻电影《终结者2:审判日》全新3D

版，与法国沃索影业合作的、“法国大鼻子”杰拉尔.德帕迪约和加斯帕德•尤利尔主演的《世界的尽头》，

苏菲玛索编剧、导演的《米尔斯夫人》等多部中外合作电影，另外还有公司参与投资制作国产影片《断片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之险途夺宝》，都在紧张的制作发行过程中。 

3、院线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院线建设，截止目前公司已有五家影院投入运行。 

4、投资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设立印纪华融文娱生态基金，基金目标认缴出资规模为10亿元，目标

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对公司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和并购标的，充分利用合作方的专业投资团队和社会资本，

通过向具有良好成长性和发展前景的项目进行投资，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协同整合，实现公司外延式快速

发展，并分享投资市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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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