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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文化               公告编号：2017-075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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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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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先知 谢巧纯 

联系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 

电话 0754-83689555 0754-83689555 

传真 0754-83689556 0754-83689556 

电子信箱 stock@huaweitoys.com stock@huaweito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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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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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386,845,186.05 355,380,446.23 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521,248.27 88,757,651.20 7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2,523,555.95 87,722,693.23 5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695,838.29 189,840,232.52 -82.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0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0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2% 2.83%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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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118,952.63 3,611,768,082.90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69,760,813.68 3,154,374,977.32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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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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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祥彬 境内自然人 26.89% 231,212,616 173,409,462 质押 207,588,600 

汤攀晶 境内自然人 5.41% 46,518,110 41,338,583   

付强 境内自然人 4.03% 34,615,062 34,615,062 质押 34,615,062 

上海富尔亿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8% 21,300,000 0   

汕头市高佳软件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2% 20,782,080 0 质押 19,600,000 

陈清光 境内自然人 2.17% 18,670,000 0   

朱群 境内自然人 2.10% 18,051,180 18,051,180   

郭群 境内自然人 1.99% 17,080,960 0 质押 16,600,000 

湖州中植泽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15,613,582 15,613,582 质押 15,613,582 

湖州融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15,612,412 15,612,412 质押 15,612,4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郭群与控股股东郭祥彬是兄弟关系，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陈清光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670,000 股；

股东黄建明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150,18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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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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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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认真贯彻公司发展战略，一方面积极抓好主营业务的规划和

发展工作；一方面积极抓好重大项目规划及融资、投资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6,845,186.05元，同比增长8.85%，营业利润159,439,566.75元，同比增长68.3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521,248.27元，同比增长71.84%。 

1、影视文化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影视剧业务保持了快速增长，主要贡献收入和利润的电视剧包括《那片

星空那片海》第一季、《那片星空那片海》第二季电视台销售收入确认等。 

1）报告期内首播电视剧情况 

序号 剧名 首播时间 集数 发行许可证编号 卫视首播平台 互联网播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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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片星空那

片海》第一季 
2017/2/6 30 

（浙）剧审字（2016）

第 049 号 
湖南卫视 

芒果 TV、爱奇

艺、搜狐 

报告期内，子公司梦幻星生园本着精益求精原则，投入了众多财力、人力等资源进行《那

片星空那片海》第二季的后期制作，努力为观众提供优质、优美的精品电视剧，该剧已于2017

年6月26日取得发行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浙）剧审字（2017）第014号】，预计于2017年

第三季度在湖南卫视及爱奇艺、搜狐等互联网平台播出。 

2）电影及演艺经纪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精品影视剧领域深耕细作，努力做大做强，利用电视剧自身长期积累

的经验和优势努力开展电影、演艺经纪业务。以控制风险和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踏实稳健的

拓展业务范围和内容，逐步实现公司从目前单一影视内容公司向综合性泛娱乐公司的升级转

型。 

2、游戏业务情况 

公司游戏业务坚持以IP运营及内容创新为核心，以动漫、影视、网络游戏、周边衍生产

品等多种形式充分挖掘IP价值，以协同游戏业务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第一波、

风云互动在运营原有游戏基础上，自主立项研发《圣域战争》手游、《泰坦三国》手游、《斗

罗大陆2D》页游、《莽荒纪H5》、《校花的贴身高手H5》等游戏，并计划在2017年下半年上

线运营。 

3、重大资产出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深圳市拇指游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受让

股份和现金的方式向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数娱”）转

让公司持有的拇指游玩30%的股权，交易对价22,708.33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

拇指游玩股权，将持有天润数娱1,044.06万股股份。该交易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目前天润数娱已将资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并取得受理通知书。 

4、再融资和投资进展情况 

1）公司认真分析行业发展变化和公司未来发展的需求，管理层积极抓好项目规划和融资、

投资管理工作，成立了以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为组长的工作团队，组织中介、顾问和内部相

关人员推进项目管理。 

2017年5月11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公司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由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

6亿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含9亿元)，公司债券的担保方式由无担保调整为本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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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担保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财务状况和市场情况确定。目前公司已收到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的信用等级通

知书，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17年公司债券评级信用等级为

AAA，公司债券项目文件资料已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年6月26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含10名)发行对象发行不超过171,965,774股(含

171,965,774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000.00万元，用于投资拍摄4部电视剧、5部网络

剧。2017年8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公司高度重视投资管理，认真做好项目的甄选、分析和储备等相关工作，在促进公司

内生增长的同时，寻求在产业链和战略合作方面具有重要支撑的潜在项目，以促进公司可持

续性发展。 

2017年7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

投资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梦幻星生园使用自有资金2亿元人民币向东阳曼荼罗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曼荼罗”）增资，增资完成后梦幻星生园持有东阳曼荼罗10%的股

权。梦幻星生园将与曼荼罗在IP资源、项目投资、影视剧制作与发行等方面展开深度的合作，

进一步拓展主业和进行行业整合。下半年公司将加快有关项目的落地工作，尽快形成产业集

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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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