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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杰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杰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黎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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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杰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杰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黎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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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9,582,128.62 2,420,414,721.90 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7,460,164.00 1,106,761,395.54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67,590,682.80 765,201,645.15 3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3,465,998.97 951,616,034.22 -2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7 0.0905 9.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7 0.0905 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0% 12.96%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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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8,760,409.19 15,554,602,846.85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74,654,177.10 10,372,574,413.65 11.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38,985.97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1,552,407.31 财政扶持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1,205,341.92 

银行理财收益，收到被投

资公司分红，扣除赎回已

分红货币基金的损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66,264.38 捐赠等其他营业外收支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761,807.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209.98  

合计 139,869,481.2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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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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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23.34% 2,854,848,981 2,854,848,981   

Glossy City（HK）Limited 境外法人 4.47% 546,900,494 0 质押 382,000,000 

Power Star Holdings（Hong 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3.69% 450,891,610 0   

珠海融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7% 399,923,306 399,923,306 质押 399,923,306 

上海筝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 266,615,538 266,615,538 质押 266,615,538 

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2.17% 265,695,759 0   

珠海晋汇创富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239,746,044 239,746,044   

关玉婵 境内自然人 1.77% 216,661,894 0 质押 38,000,000 

宁波融鑫智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198,641,273 198,641,273   

苏州琨玉锦程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193,295,981 193,295,98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Glossy City（HK）Limited 546,900,494 人民币普通

股 

546,900,494 

Power Star Holdings（Hong Kong）Limited 450,891,610 人民币普通

股 

450,891,610 

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265,695,759 人民币普通

股 

265,695,759 

关玉婵 216,661,894 人民币普通

股 

216,661,894 

Giovanna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 180,005,916 人民币普通

股 

180,005,9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3,352,926 人民币普通

股 

163,352,926 

易贤忠 152,558,140 人民币普通

股 

152,558,1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72,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70,632,420 人民币普通

股 

70,632,42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48,569,287 人民币普通

股 

48,569,2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玉婵系易贤忠之配偶，未知其他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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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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6,735.9万元，较上年末减少38.6%，主营是上年末收到客户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并

于本报告期已经到期并解付。 

2、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30,656.0万元，较上年末增加30.6%，主要是本期新签院线媒体资源的应付款，以

及媒体设备增加采购的应付款所致。 

3、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145,961.1万元，较上年末减少72,628.8万元，降幅达33.2%。主要是上年末收到

的代收待付置出资产款约77,632.7万元，已于2018年2月基本支付完毕。 

 

利润表项目变动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本报告期财务费用-2841.1万元，比上年同期的-4,888.5万元减少41.9%，主要是由于本期购买固定期

限的银行产品的收益2,653.7万元在投资收益中体现，上年同期主要购买的是非固定期限的银行理财产品。

2、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为2,688.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2.6%，主要是客户结构继续优化所致。 

3、本报告期投资收益为97.0万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0。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包括：1）固定期限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2,653.7万元，2）收到被投资公司现金分红369.7万元，扣除：1) 赎回上年已分红货币基金净值

损失902.9万元，2）权益法核算下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亏损2,023.6万元。 

4、本报告期的其他收益为17,155.2万元。是本期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财政扶持款，较上年

同期减少58.5%。财政扶持于实际收到时确认，变动主要是受政府预算和拨款进度影响。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8,730.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8.6%，且本报告期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8,346.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8.2%，主要是受政府预算和拨款进度的影响，

从而收到的政府财政扶持款减少。 

2、本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36,63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1.4%，主要是员工调薪以及

销售人员的奖金的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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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346,090.0万元，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375,320.0

万元，为购买及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分别较上年减少38.0%及46.1%，主要是本期购买及赎回银行理财产

品的频次比上年同期少。 

4、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为29,097.1万元，上年同期余额为0。主要是本期赎回2017年末已分红的货币

基金而产生，上年同期无相关事项。 

5、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为3,023.4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固定期限银行理财产品收益2,653.7万

元以及收到被投资公司现金分红369.7万元。 

6、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6,56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4.1%， 主

要是本期增加新一代互动屏及更换大尺寸框架海报的更新换代投入所致。 

7、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为42,62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3.7%，本期支付参与投资的基金的出资款。 

8、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于本期支付的在2017年末收到的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代

收待付置出资产款约77,594.9万元。 

9、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1,902.4万元, 主要本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以及投资的受人民币

升值，美元贬值影响而产生的汇率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或子公司与上海源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

其指定的关联方主体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投资基金的基金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或子公司

投入最高人民币 2.5 亿元参与本次基金的设立。2018 年 1月，公司收到通知，杭州源星昱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取得了《营业执照》，并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取得了《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为：SY3276。该投资基金的相关备案信息可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网站查阅（网址：http://gs.amac.org.cn）。（详见公告编号：2018-003）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分众鸿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

北京星元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中心、悦嬴时代（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富龙医疗科技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方正证券赢策 10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及宁波梅山保税

http://gs.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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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参与设立北京健康消费产业投资基金，基金规模为 40.91 亿元人民币，其

中分众鸿意认购 1 亿元人民币。2018 年 2 月，公司收到通知，北京星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完成

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取得了《营业执照》，并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备案编码为：SCE187。该投资基金的相关备案信息可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阅（网址：

http://gs.amac.org.cn）。（详见公告编号：2018-00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进展事宜 2018-01-31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8-003：《公司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进展事宜 2018-02-06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8-004：《公司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1）股改承诺 

承诺方 易贤忠 

承诺类型 股份减持承诺 

承诺内容 

只有当二级市场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10 元时，方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委托出售的价格

不低于 10 元(遇股东权益变化时，上述价格进行相应除权计算)。2005 年公司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22395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3.5 股，除权日为 2006 年 4 月 11 日，除权后承诺出售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7.41 元。 

承诺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承诺方 易贤忠 

承诺类型 其他承诺 

承诺内容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

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承诺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http://gs.amac.org.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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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关玉婵 

承诺类型 股份减持承诺 

承诺内容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承诺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承诺方 关玉婵 

承诺类型 其他承诺 

承诺内容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

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承诺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承诺方 易贤华 

承诺类型 其他承诺 

承诺内容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

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承诺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2）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承诺方 Media Management (HK) 

承诺类型 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内容 

通过本次发行【注 1】获得的七喜控股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及本企业业绩

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前（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

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 

承诺时间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自 2015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且本企业对之前年度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

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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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珠海融悟;筝菁投资;晋汇创富;琨玉锦程;融鑫智明;嘉兴会凌;赡宏投资;宏琏投资;鸿黔投资; 

鸿莹投资;汇佳合兴;纳兰德;贝因美集团;信恒众润;景福投资;发展中心二期;优欣投资;钜洲资产； 

湖南文化;华石鹏益;聚金嘉为;道得原态;天津诚柏;德同众媒;北京物源;上善若水;柘中股份; 

贤佑投资;益畅投资;西证价值;前海富荣;鹏瑞投资;枫众投资;发展中心一期;誉信投资 

承诺类型 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内容 

1、若本企业取得对价股份时，其持有分众传媒的股权（以工商登记完成日为准）未满 12 个月，则该等对价

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及本企业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

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2、若本企业取得对价股

份时，其持有分众传媒的股权（以工商登记完成日为准）已满 12 个月，则该等对价股份自上市之日起至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企业所持七喜控股对价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具体安排如下：

（1） 第一期：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之日且本企业对之前年度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

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其本次取得的

对价股份总数的 3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2） 第二期：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届

满之日且本企业对之前年度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

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其本次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的 3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

除锁定；（3） 第三期，本企业对第一、二期股份解锁当年及之前年度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

（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其本次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的 40%（扣

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七喜控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本次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的，则本企业持有七喜控股的股份锁定期自动

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七喜控股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发

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3、若本企业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约定与中国证监会或深

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商务部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不符的，本企业将根据届时

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对股份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注 2】 

承诺时间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自 2015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及本企业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义

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承诺方 
江南春;Media Management (HK);Power Star (HK);Glossy City (HK); 

Giovanna Investment (HK);Gio2 (HK);FMCH;融鑫智明 

承诺类型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承诺内容 

就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本企业保证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损失，由本人/本

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时间 2015 年 08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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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江南春;Media Management (HK);FMCH;融鑫智明 

承诺类型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承诺内容 

本人/本企业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企

业或组织共同控制、管理任何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本人/本企业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本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与上市公

司构成竞争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本人/本企业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本企

业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与上市公司/分众传

媒相同或相似的、对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若本人/本企业

控制的相关公司、企业出现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与上市公司产品或业务构成竞争的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

组织之情况，则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相关公司、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业务或产品、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上市公司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与本人/本企业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时间 2015 年 08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承诺方 江南春;Media Management (HK);FMCH;融鑫智明 

承诺类型 其他承诺 

承诺内容 

1、人员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

专职工作，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企业及本企

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2）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或领取报酬。（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企业及本企业控

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2、资产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

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2）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

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3）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3、财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

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企业及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

纳税。4、机构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独立行使职权。（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

机构混同的情形。5、业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2）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

易，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6、保证上市公司在

其他方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本企业将向上市公司进行赔偿。 

承诺时间 2015 年 08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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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承诺方 易贤忠;关玉贤;易贤华 

承诺类型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承诺内容 

为避免未来发生同业竞争，股东易贤忠、关玉贤、易贤华都已签署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分别承

诺：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相竞争或是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若公司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公司享有优先权，本人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承诺时间 2004 年 07 月 15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注 1：本次发行是指：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 

注 2：珠海融悟;筝菁投资;晋汇创富;琨玉锦程;融鑫智明;嘉兴会凌;赡宏投资;宏琏投资;鸿黔投资;鸿莹投资;汇佳合兴;纳兰德;

贝因美集团;信恒众润;景福投资;发展中心二期;优欣投资;钜洲资产；湖南文化;华石鹏益;聚金嘉为;道得原态;天津诚柏;德同众

媒;北京物源;上善若水;柘中股份;贤佑投资;益畅投资;西证价值;前海富荣;鹏瑞投资;枫众投资;发展中心一期;誉信投资的股份

限售承诺：由于上述企业取得对家股份时，其持有的分众多媒体的股权（以工商登记完成日为准）未满 12 个月，故其限售

承诺该等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及本企业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

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7.12% 至 35.02%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22,000 至 342,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53,295.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分众作为中国最大的生活空间媒体，继续夯实在各板块领先

的市场占有率并抬高行业壁垒。经济复苏，广告主加大广告

预算，公司在主流人群必经的楼宇电梯空间中每天形成高频

次的有效到达，是广告主认可的最有价值的线下流量入口之

一，获得超越广告行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在媒体资源端，

公司牢牢把控最有价值的媒体资源，并在楼市爆发下开启新

一轮的渠道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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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货币基金 300,000,000.00 0 46,531.51 50,000,000.00 290,971,270.67 -9,028,729.33 50,046,531.51 自有资金 

 300,000,000.00 0 46,531.51 50,000,000.00 290,971,270.67 -9,028,729.33 50,046,531.51  

说明：累计投资收益为负是由于货币基金在 2017 年分红 1075 万元导致净值下降所致。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分众传媒2018年1月24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001）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杰良 

2018 年 04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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