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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会议纪要 

 

时间：2019 年 4 月 2 日下午 15:00-17:00 

地点：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浙报传媒大厦裙楼四楼会议室 

参会人员：公司董事及高管、边锋网络高管、投资者、各证券行业分析师和

证券媒体人士 

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郑法其介绍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和利润分

配情况 

1、2018 年度公司财务数据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0,992 万元，同比增加 1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35 万元，同比下降 7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79 万元，同比增加 32%；基本每股收益 0.37 元/股，同比

下降 71%。 

若上年同期数以剔除出售新闻传媒类资产的备考财务数据为基数：营业收入

190,992 万元，同比增长 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35 万元，同比

增长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79 万元，同比

增长 41%；基本每股收益 0.37 元/股，同比增长 2%。 

2、2018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301,923,953 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

回购股份 36,193,430 股，即 1,265,730,52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红利 0.8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1,258,441.84 元（含税），占 2018 年度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1.17%，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实施。2018 年度公司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 236,280,182.49 元（不含手续费）

视同现金分红，占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9.39%。 

上市以来，公司持续开展现金分红，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累计现金分红



超 13 亿元（含本次利润分配）。 

 

二、公司董事总经理张雪南介绍公司 2018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和 2019 年度

发展规划 

    1、2018 年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浙数文化及下属各板块继续聚焦数字娱乐、大数据和数字体育三

大主业，以创新促稳定、以聚焦促突破、以变革促提升，立足高质量科学发展这

一理念，为未来谋篇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仍保持稳定增长。在国内

资本市场波动期间推出股份回购计划，公司控股股东亦推出股份增持计划，充分

体现了公司对后续进一步发展的强劲信心。 

数字娱乐板块，公司紧紧围绕市场变化趋势，积极促进边锋网络大力度推进

外延内生式创新发展战略，使得互联网休闲游戏业务始终保持行业头部地位，

2018 年度，边锋网络为公司整体业绩保持稳定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数据板块，公司努力推动“四位一体”大数据产业生态圈建设提质增效，

板块核心“富春云”互联网数据中心的基础建设及销售、运营工作开展顺利，目

前已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确立长期稳定合作，引入了阿里巴巴、网易等一批

互联网领军企业。 

数字体育板块，继续围绕浙江电子竞技强省的定位，做好电竞赛事品牌培育，

并创新产业发展模式，继续组办并升级了 2018 浙江电竞节（浩方 ESM）和战

旗电竞总动员（Lan Story）等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大型行业会展，成功实现了线上

线下用户资源的衔接和应用，成为行业内优秀的用户聚合平台。 

    文化产业服务板块整体营收和利润较去年增长。投资业务方面，围绕全新战

略规划有序实施往期项目退出工作，收益释放仍处于较高水平，助力公司整体效

益保持稳定，旗下各支基金募投工作顺利，紧紧围绕公司战略规划积极布局互联

网新兴产业。 

2、2019 年公司发展规划 

2019 年，公司立足“数字文化”和“政府数字经济赋能”两大产业板块，

进一步聚焦数字娱乐、大数据等核心业务的“平台+生态”体系建设，同时加大

数字体育业务全面融合转型，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并将围绕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及数字娱乐等重点关注产业，积极展开投资布局。 

作为 2019 年的重点项目，公司将以战旗直播、太梦科技等互联网内容生产、

审核平台为基础，基于短视频业务这一抓手，启动内容生产、审核、分发为一体

的“融媒体云平台”建设。全面启动浙数文化产业园项目建设，进一步集聚、整合

资源，打造涵盖多种互联网高新技术并不断催化文化娱乐业态发展的综合生态体

系。 

2019 年，公司还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公司高质量

发展，并进一步推动公司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改革创新，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全面

提升公司管理效率及市场化运营能力，并进一步强化激励机制创新，积极探索建

立更加市场化的薪酬考核机制，充分释放员工创新创业活力、动力。 

 

三、互动交流 

问题 1：以边锋网络为核心的游戏业务情况如何，下一步公司游戏业务发展

空间如何？ 

答：公司游戏业务的核心是边锋网络，自 2013 年被公司并购以来，实现了

两个阶段的快速发展，第一阶段是 2013 年并购边锋网络后，2013-2015 年三年

实现利润超 10 亿元，超额完成三年利润承诺，实现了量的增长；第二阶段是

2016-2018 年，边锋网络实现了质的跨越，创始人团队完成了向职业经理人的成

功转变，产品实现从 PC 端向移动端的顺利迁移，以及通过外延并购实现了从浙

江省区域市场向全国性市场的快速拓展。特别是移动端产品市场拓展方面，通过

并购深圳天天爱、深圳乐玩、北京梦启和苏州丰游等互联网休闲游戏公司，市场

已拓展至 20 余个省份，而边锋网络在浙江省内也不断扩大移动端市场份额，区

域优势进一步增强。此外，边锋网络自 2017 年开始还针对海外市场进行了布局，

自行研发的手游也在东南亚地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18 年度，边锋网络整体

实现利润 4.9 亿元，同比增长 28%，并购的深圳天天爱、深圳乐玩、北京梦启和

苏州丰游等项目也顺利完成年度利润承诺，持续为公司整体业绩作出贡献。 

此外，近年来游戏行业监管政策趋严趋紧，公司非常支持，有利于市场竞争

更趋公平，而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规范经营和管理优势也可以更好的发挥出来，

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截至 2018 年，国内游戏市场规模已达 2140 多亿元，边锋网络当年度营收规

模为 14.45 亿元，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公司对后续游戏业务的持续发展充满信

心。 

 

问题 2：公司数据中心投入、建设和运营情况，公司优势和后续发展？ 

答：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富春云互联网数据中心总投资

21.97 亿元，使用募集资金 19.5 亿元，目前累计投入募集资金近 7 亿元，已完成

4,000 组机柜的建成投产，预计 2019 年可建设完成全部 6900 组机柜，将成为目

前华东地区单体规模居前的互联网数据中心。2018 年，富春云公司亏损 2150 余

万元，主要系当期上电的机柜数量产生的收益尚不能完全覆盖固定资产折旧所致，

待后续机柜全面建成投产，项目收入将可覆盖成本并实现盈利，预计 2019 年富

春云可实现盈亏平衡，到 2021 年 6900 组机柜全面产出，利润会充分体现。同时，

随着数据增值等衍生服务和产品的开发，产出也将持续增大，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盈利能力。 

在前期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支持下，富春云互联网数

据中心项目提前一年完成预期阶段性建设目标，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发挥自身各项

资源优势，并加大在大数据领域的拓展。 

 

问题 3：请介绍公司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 

答：公司于 2015 年组建浙江政务服务网事业中心，承接浙江省政府网站和

浙江政务服务网的运营，并研发政务服务线上功能，开发政务服务 APP 产品，

参与浙江省数字政府建设。截至 2018 年末，浙江政务服务网已提前完成注册用

户突破 2000 万等各项数据目标，形象落地 11 个地市 89 个区县，通过线上政务

服务功能的不断丰富，加快助推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惠及省内广大人民

群众；2018 年公司承接“衢州市政务信息系统集成和公共服务数据共享应用示

范工程”这一国家级重点项目，业务开始覆盖浙江省内地级市区域，在经营业务

拓展方面取得持续突破。 

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特别是涉及到网络和数据安全方面，浙数文化作为国

有资本背景的上市公司参与更具备优势。此外，公司通过近几年的互联网化转型



发展，集聚了一支互联网和大数据专业人才团队，具备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专业

技术和人才条件。公司将作为国有资本和市场化技术企业两方面优势有效发挥，

形成了较好的竞争优势。未来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的空间很大，对公司来说有很多

机会，2019 年公司也会加大投入，并计划后续在数字浙江、杭州“城市大脑”

建设经验基础上，加快对外输出复制。 

 

问题 4：公司参与杭州城市大脑项目建设情况，城市大脑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样的？ 

答：公司参与“杭州城市”大脑项目建设主要以营运为主，通过发挥技术和

人才优势，为“城市大脑”中枢系统的研发和营运做支撑。2018 年，公司团队

已开始参与到项目建设中，跟杭州市属国资主体组建的合资公司正在注册中。 

商业模式方面，根据杭州“城市大脑”每年建设营运任务，由此形成的成本

费用主要通过政府采购来消化，过程中也会不断催生新的研发需求和新的垂直应

用，公司会部署相应的力量，承接更多的业务，增加收入来源；并通过将运营杭

州“城市大脑”项目的经验向外复制，寻求收益机会。 

 

问题 5：公司融媒体云平台内容审核的运营模式和市场空间如何？ 

答：（1）云计算方面，公司主要基于人工智能做一个数据应用场景，通过切

入应用场景，在场景上堆积各种应用层的算法，可以实现不断自我强化和发展，

而强化和发展所需的也是应用场景生成的数据，形成循环生态。同时作为一家媒

体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在融媒体方面要做的数据应用场景是要能够推动传统媒

体的转型，对采编、审核、刊发全流程进行商业模式再造，体现融媒体的价值。 

（2）2019 年，公司将启动建设融媒体云平台重点项目，以所属战旗直播、

太梦科技等互联网内容生产、审核平台为基础，基于短视频业务这一抓手，启动

内容生产、审核、分发为一体的“融媒体云平台”建设。通过先进视频内容生产

工具聚合内容资源打造中央媒资库；完善事前、事后审核机制，提供优质内容审

核服务；打通大流量输出通道形成统一内容输出机制；协助优质内容找到合适变

现场景。最终以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推动产业链完成闭环，构筑具有市场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的新业务模式，同时大力服务国家媒体融合发展战略。 



内容审核是融媒体云平台项目其中一环，公司将主要通过对市场内容提供商，

包括自媒体和主流媒体提供审核和编审服务，逐步实现内容聚合，再逐步协调发

行机制，为内容商形成更好的内容生成和流量分成机制，并在县域媒体和各级官

方媒体平台提供分发投放服务，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凭借战旗直播完整的直播

平台机制和淘宝天下电商业务的良好基础，通过合适的应用场景实现流量的二次

变现。如果整个战略形成一定的规模化后，将会逐步形成融媒体平台上的数据应

用场景，相应的人工智能产品的导入会优化现有的内容组织方式和发行方式。 

 

问题 6：关于短视频市场，公司会选择 B 端市场，还是市场竞争更激励的 C

端市场？ 

答：公司会选择 B 端市场。公司判断短视频会是未来新闻内容的主要载体，

而公司凭借主流媒体背景和成熟的视频直播平台，具有天然竞争优势。此外，为

积极响应国家加强短视频行业自律监管要求，今年上半年公司将牵头与浙江省内

主要 MCN（多频道网络）机构等建立浙江省以短视频为主的融媒体内容联盟，

使主流媒体起正向引领作用，实现主流内容更大的覆盖，这也将有利于公司建立

短视频内容审核行业的品牌公信力。 

公司旗下战旗直播将作为视听牌照和视频内容生产的核心主体，将首先向县

域融媒体平台提供视频 APP 以及云平台等服务。 

 

问题 7：公司内容审核业务将主要基于人工还是人工智能技术？  

答：公司内容审核业务会包括前端审核和后端审核，前端审核主要针对未发

布上线的视频内容，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并要求人工再

确认，这属于行业标准模式；后端审核主要针对已发布上线的视频内容，根据内

容平台要求，或按照监管部门要求，以人工智能技术审核为主，但也需要人工再

审核确认。 

 

问题 8：能介绍一下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吗？ 

答：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多种类别，一类是属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

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享受所得税全免，包括上市公司本级、子公司东方



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美术传媒拍卖有限公司和淘宝天下传媒有限公司；

第二类是公司所属软件类子公司，享受所得税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

包括深圳市天天爱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乐玩互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第三类

是由个别子公司享受特殊优惠政策，比如边锋网络 2018 年被列为“国家规划布

局内重点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高新科技企业的 15%进一步降

至 10%。此外，国家的增值税等相关减税政策的实施，在延伸到企业后，也会有

一定程度减少公司经营成本。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