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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633                                      公司简称：浙数文化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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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数文化 600633 浙报传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楠 岑斌 

电话 0571-85311338 0571-8531133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浙报产业大厦27楼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浙报产业大厦27楼 

电子信箱 zdm@600633.cn zdm@60063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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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979,487,408.11 9,886,028,453.41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887,739,346.19 7,851,826,249.08 0.4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5,012,194.58 -19,861,212.7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764,045,414.41 857,166,194.37 -1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5,986,110.01 1,319,493,189.67 -7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1,253,982.17 125,990,349.67 1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3 18.66 减少14.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50 1.0135 -76.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50 1.0135 -76.8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9,85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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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32 602,992,068 11,655,012 无 0 

新洲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6.44 83,887,702 0 未知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2.15 28,007,351 0 未知 /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83 23,834,502 0 未知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未知 1.72 22,424,000 0 未知 / 

上海白猫（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18,061,122 0 未知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8 17,934,700 0 未知 / 

北信瑞丰基金－平安银行－

长安国际信托－长安信托－

定增长信汇智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0.90 11,655,011 0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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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顺安基金－宁波银行－

万向信托－万向信托－万通

韶夏 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 

未知 0.90 11,655,011 0 未知 /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银行－

粤财信托－粤财信托·物朴

2号定增基金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0.70 9,149,184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报控股与上述其余 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 9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注：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 A 股股票为标的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并于 2017年 8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标的股票

的担保及信托登记，将持有的本公司 19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 A 股股票，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59%，划入“浙报控股-浙商证券-17浙报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本

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详见公司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发布的临

2017-091《关于控股股东拟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办理担保及信托登

记完成的公告》、临 2017-096《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完成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的公告》及其他相关

公告。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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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虽然受多种因素影响，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宏观经济依旧保持平稳运行，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418,961 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为 6.8%。同时，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变化依然迅猛且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新技术层出不穷，5G产业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带来更多产业机会。 

公司自去年 3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以来，以“建设国内领先的互联网数字文化产业集团”为

目标，全面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文化产业，重点聚焦以优质 IP为核心的数字娱乐产业、数字体

育产业、“四位一体”的大数据产业等三大板块，同时着力发展电商服务、艺术品服务等具备先发

优势的文化产业服务和文化产业投资业务。2018年度作为重组后首个完整财年，公司在上半年度

一方面进一步集中资金和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做精做强优势产业，全面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

能力，另一方面持续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启动了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且在国内资本市场

波动期间推出股份回购计划，公司大股东亦推出股份增持计划，充分体现了对公司后续发展的信

心。 

报告期内，公司数字娱乐事业群以边锋网络为核心，通过内生外延并举的方式继续大力实施

在移动化、社交化、区域化方面的转型并取得成效，报告期内边锋网络业务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整体营收利润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大数据事业群核心板块“富春云”互联网数据

中心正式投产且商务、运营各方面工作开展较为顺利，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等合作伙伴签订协议，产业整体收益释放进程将进一步提前；大数据产业基金已对外投资若

干个标的且项目价值均取得一定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76,405万元，同比下降 11%；净利润 35,205万元，同比下降 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99 万元，同比下降 77%；基本每股收益 0.2350 元，同比下降

77%。 

若不考虑上年同期重大资产出售的影响，则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76,405 万元，同比增长

91%；净利润 35,205 万元，同比增长 1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99 万元，同比增

长 152%；基本每股收益 0.2350元，同比增长 152%。 

（2）公司主要产业板块发展情况 

1）数字娱乐事业群 

报告期内，国内游戏整体市场进一步向移动端游戏倾斜，在原有 APP、H5 等形式的基础上，

小程序游戏的出现继续推高了客户群体在移动化、碎片化方面的预期。报告期内，边锋网络移动

端业务在坚持自研战略的同时，通过投资并购力度全力拓展移动端新市场，目前除实现浙江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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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覆盖目标外，已在全国 20余个省份进行布局，下属深圳天天爱、深圳乐玩、北京梦启等子公

司业务推进均符合预期；PC端棋牌游戏业务基本保持稳定，抗风险能力保持较高水平。同时，边

锋网络获得正版热门 IP 授权并自主研发的卡牌 RPG 手游“侠客风云传 online”于今年上半年度

顺利推出，市场反应良好，进一步扩大了边锋网络整体业内影响力。报告期内，边锋网络整体实

现营收 57,429 万元，同比增长 88%，净利润 34,952 万元，同比增长 141%，业务创新转型取得良

好成效。 

2）数字体育事业群 

报告期内，国内电竞行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但与之相关的电竞直播行业仍处于激烈竞争的

环境中，且在流量热度等方面持续受短视频应用分流。公司数字体育事业群专注于电竞产业整体

发展，积极打通内外部优质电竞资源，通过开展电竞赛事组办、行业活动组织、直播节目优化等

工作，为广大电竞用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滚动开发的服务。报告期内，战旗直播继续聚焦电竞

游戏直播这一细分领域，专注于游戏电竞领域的直播业务并坚持绿色健康发展，大力发展自制节

目并自主培养电竞战队；大型线下项目“LANSTORY”继去年首创即取得成功后，今年进一步升级

为多站式连锁活动，升级成为行业内首屈一指的用户聚合平台；今年上半年被公安部授予“党的

十九大网上安保工作优秀团队”荣誉。上海浩方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游戏对战平台，于今年 6

月实现与 11电竞对战平台的联合运营，作为国内知名的两家电竞平台，此次联手将实现在资源和

运营上的优势互补，为广大电竞爱好者提供最优质的用户体验。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合作开办的“棋王争霸赛”已连续举办至第四届，在不

断强化运营水平的基础上，已与公司自主研发的大型三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多终端线上

平台 “弈战”APP充分融合且收效良好，赛事各项指标均较去年有所提升。“弈战”APP自今年上

半年发布 2.0 版本后，接入人工智能教学系统，同时不断优化原有功能，已承办多项大型棋类线

上线下赛事活动。 

3）大数据事业群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动“四位一体”大数据产业生态圈建设提质增效，相关各板块收益

能力逐渐体现，同时依托事业群内创新应用事业部、云服务事业部等内设机构，进一步提高了对

新兴业务的支撑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大数据事业群核心产业“富春云”互联网数据中心二期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继 A 幢投产外，B、C、D 三幢均计划在年内投产，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杭州富春云科技有限公司

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签订《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协议》，预计协议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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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6 亿元，本协议的签订代表“富春云”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落地运营取得实质性进展，

有利于提升公司主营业务市场竞争力和公司整体业绩；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立足浙江省内经省政

府批准的唯一一个大数据交易平台这一优势，围绕自主研发的数据确权平台加强对交易产品的开

发及场景应用的落地，取得一定成效；位于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桐乡乌镇的“梧桐树+”大

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工程按期结顶，年内有望完成交付并投入运营；大数据产业基金已对六

个优质标的进行投资。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最多跑一次”等重大民生工程，切实做好对浙

江政务服务网技术、运营等方面支撑工作，截止 2018 年上半年度，平台累计用户 1800 余万，移

动端下载量突破千万，工作日日均流量超千万人次。 

4）文化产业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三大核心产业外重点推动电商服务、艺术品服务等优势业务的发展。淘宝

天下不断尝试业务创新并优化提升对特定客户群体的服务水平，专注推进培训、数据营销、金麦

奖等在内的业务发展，同时试水新零售业务，构建电商生态服务集群。美术拍卖公司以年度拍卖

盛典为中心工作大力提升线上拍卖业务质量，同时依托中国美院学术指引打造了高度专业化的美

术教育产品，用户积累效果良好，业务水平稳步提升。 

5）文化产业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板块围绕公司全新战略目标，一方面做好对往期项目的有序退出和收益

释放，另一方面着力寻找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契合的优质标的进行新一轮布局。报告期内，

公司主导下属子公司完成了对成都领沃及闲徕互娱两个往期项目的整体退出工作，均取得了良好

效益；同时，公司及下属相关子公司参与设立了桐乡星路千采基金、朴盈国视基金、雄岸基金等

三支基金，重点关注在数字娱乐、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的优质标的。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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