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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2                           证券简称：明家联合                           公告编号：2017-079 

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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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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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家联合 股票代码 30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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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军 张子懿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工业区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工业区 

电话 0769-88972266 0769-88972266 

电子信箱 migdsh@migunmobi.com migdsh@migunmo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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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863,061.60 1,300,440,083.54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435,072.89 113,259,673.84 -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3,553,700.48 101,369,166.41 -1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603,138.67 -180,043,115.19 113.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8 -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8 -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5.61% -0.7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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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2,787,540,282.98 2,795,340,541.19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7,578,810.96 2,133,332,707.64 3.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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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林 境内自然人 21.22% 135,225,900 135,225,900 质押 36,044,400 

上银基金－浦发

银行－上银基金

财富43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0.11% 64,388,960 64,388,960   

李佳宇 境内自然人 7.86% 50,100,866 21,300,346 质押 47,560,000 

甄勇 境内自然人 4.61% 29,366,454 16,197,920 质押 29,358,700 

周建禄 境内自然人 3.89% 24,790,078 0   

深圳嘉博仕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15,919,045 0 质押 15,919,045 

陈忠伟 境内自然人 1.82% 11,607,876 7,738,54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1.57% 10,008,452 0   

傅晗 境内自然人 1.28% 8,124,356 5,416,276   

深圳华盛瑞德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7,545,711 0 质押 7,545,7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制人周建林与周建禄为兄弟关系；2、甄勇与新余

市红日兴裕投资管理心（有限合伙）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3、深圳嘉博仕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与深圳华盛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受同一主体控制；4、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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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朱岳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70095.00 股外，

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80,0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5,350,095 股。公司股东刘长远通过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3,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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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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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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营销业 

       2017年上半年，在董事会整合资源、协同发展、专注主业的战略部署下，公司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正常开展、经营稳

定，受宏观经济影响及行业竞争加剧影响，经营性损益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8,863,061.60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2%，实现营业利润107,442,431.3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4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105,435,072.8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9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83,553,700.48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17.57%。报告期实现投资收益21,125,577.2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主要因为公司转让了参股公司上海掌纵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2.91%股权、北京小子科技有限公司13.5%股权、无锡市线上线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10%股权。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回顾：  

    1、整合内部资源，注重协同发展，保持既有优势，开拓新利润点。报告期内，在媒体合作方面，公司保持并延续了核

心优势，实现了分发媒体的全面布局。公司取得了百度公司2017年度广告业务核心代理商授权资质、百度公司2017年度广告

业务-原生代理商授权资质，延续了五星级代理资质；公司签约神马移动端搜索，已经覆盖移动搜索媒体90%以上资源；移

动分发媒体巩固优势、继续深耕，公司延续了与应用宝等媒体的合作代理，并开拓了锤子手机助手、金立手机应用市场、努

比亚手机应用市场、联想手机应用市场。在客户开发方面，公司基于在媒体各行业全面布局映射客户全行业开拓，与网服、

电商、旅游、金融等多家广告主展开全方位合作，品牌客户方面也有所突破，维护、开拓了中国移动各业务中心、一汽丰田

等客户。 

    2、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内部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对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订，细化了工作

内容和呈报流程，促进了重要事项排查和汇报的常规化；增加了信息系统应用并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南，实现了信

息传递的安全、规范、高效。公司从制度和应用上加强了对子公司财务、业务的统一管理，提升了集团的管控能力，进一步

完善了内部控制。 

    3、调整对外投资，集中发展主业。公司基于未来发展战略考虑，结合参股企业的发展情况，调整了对外投资。由于公

司拟购买小子科技86.5%股权及线上线下90%的股权的2016年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公司基于未

来发展战略考虑，于2017年1月15日、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四十四次会议，同意将持有的线上线下、小子科技

全部股权转出，不再持有其股份。公司于2017年2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同意将持有的掌纵文化（已更

名为“掌众科技”）4,000,000股股份转让给汪嫦，转让后公司仍持有掌纵文化4,589,428股股份，占掌纵文化总股本的3.34%。

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同意宁波微赢将乐摇摇9.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樟树市乐摇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转让后宁波微赢不再持有乐摇摇股权。以上转让事项都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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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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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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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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