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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3                          证券简称：印纪传媒                          公告编号：2018—094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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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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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456,488.76 771,101,980.27 -4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04,306.56 267,779,489.09 -9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490,828.35 227,661,018.27 -121.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2,159,844.49 18,025,617.34 -1,609.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3 0.2421 -94.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3 0.2421 -9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11.21%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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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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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6,590,277.06 4,636,439,506.40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04,634,373.96 2,913,528,775.5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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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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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4% 779,457,078 725,696,064 质押 779,457,078 

北京印纪华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8% 219,072,000  质押 219,072,000 

印纪时代（天津）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0% 185,776,000  质押 178,776,000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3% 106,716,800  质押 106,716,800 

于晓非 境内自然人 5.00% 88,500,000    

张彬 境内自然人 4.75% 84,152,305 70,014,229 质押 84,152,304 

中融金控（青岛）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6,000,000  质押 16,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0% 12,360,160    

王生华 境内自然人 0.55% 9,710,886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信托·招盈 2 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7,41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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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纪时代（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肖文革全资控股的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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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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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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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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对广告营销业务持续深耕细作，在与娱乐影视业务更紧密的协同下横向拓展客户资源，并进一步

发展影视剧和娱乐品牌营运业务，但受整体市场环境影响，2018 年上半年，公司业务发展低于预期。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45,659.03 万元，净资产 290,463.44 万元，2018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9,045.65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170.43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电影业务方面，公司参与投资制作的电影《图兰朵》已于 7 月份完成现场拍摄工作正式杀青，《断片之险途夺宝》的发

行工作正在紧张推进中，投资、引进的影片《世界的尽头》、《米尔斯夫人》正在办理电影引进相关手续。此外，公司当前正

在积极引进国际知名 IP，计划通过参与全球知名 IP 的培育过程，拥有核心优质 IP，为进一步贯穿全产业链打下坚实基础。 

电视剧方面，《爱的速递》、《幸福照相馆》等优质产品已在电视台及网络平台相继播出，均获得观众好评；《长安十二时

辰》、《如若巴黎不快乐》、《十年阳光十年华》等作品的制作、发行工作仍在积极进行，预计于下半年相继有序上映；公司投

资制作的头部电视剧《尚宫》已基本完成前期筹备工作，预计将于 2018 年下半年开机拍摄。 

在广告营销服务业务上，公司继续优化客户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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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地将客户品牌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激发产品与目标人群的情感共鸣，获得了客户和业界的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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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出售了子公司星光布拉格（北京）影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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