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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1                           证券简称：平治信息                           公告编号：2019-045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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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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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0,478,3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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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治信息 股票代码 30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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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爱斌 泮茜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

11 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

11 层 

传真 0571-88939705 0571-88939705 

电话 0571-88939703 0571-88939703 

电子信箱 pingzhi@tiansign.com pingzhi@tiansig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做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决策，为数字

阅读深入发展做出了重要战略布局，全民阅读自2014年已连续六年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党和国家对全民阅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高度重视，保护知识版权战略的实施、全民阅读的浪

潮、智能手机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民付费的习惯的养成、移动支付的便利性等因素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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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促进了数字阅读行业的发展。 

根据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 2018年中国数

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到12.4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达71.3分钟。我

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 其中包含网络文学、出版物电子化、有声作品等

在内的大众阅读市场规模为233.3亿元，占比约92%，数字阅读行业高速发展，数字阅读会越

来越全面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中。 

本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数字阅读。公司聚合海量优质的文字和有声阅读内容，

通过PC、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车载、可穿戴设备等阅读载体为用户提供高品

质的数字阅读服务，内容涵盖网络文学、出版书籍、杂志、报纸、电台广播、曲艺杂谈、教

育培训讲座等，可全方位满足用户的阅读需求。 

公司的主营业务在这个大的行业趋势下，也迎来了重要发展期。具体可分为三类： 

1、移动阅读业务 

公司与出版机构、媒体和个人作者等版权方合作，聚合海量优质的文字和有声阅读内容，

通过自身的阅读平台、第三方平台以及电信运营商的阅读平台向用户提供全方位的阅读服务。

阅读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涵盖网络文学、出版书籍、杂志、报纸、电台广播、曲艺杂谈、教

育培训等不同内容等。同时，公司以移动阅读为核心，通过IP衍生品开发等方式，构建泛娱

乐新生态，推出相关影视文化、动漫及游戏等关联产品。 

 

2、资讯类业务 

资讯类业务是微阅读业务，通过手机报、自媒体推送等形式为用户提供专业杂志、行业

期刊等阅读内容，面向不同领域、行业为用户提供专业性的阅读内容，快速传递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的前沿资讯和专家视点，满足人们对的快速阅读需求。 

 

3、其它增值电信业务 

主要包括音乐，视频，游戏，动漫等内容。围绕公司的移动阅读平台，将这些内容有机

结合在一起，让阅读用户在闲暇之余，可以有更多地娱乐选择。 

 

公司业务特点及优势 

1、海量的优质的数字阅读内容 

公司与众多国内优秀出版机构、媒体、版权方开展合作，签约众多优质热销书籍和有声

读物等。同时，公司拥有大量签约作者，结合时下阅读热点，创作出受用户欢迎的各类原创

文字阅读作品。原创文学的数量和质量较往年均大幅度提高。公司有声工作室亦紧追当前热

点创作优质有声内容，将自有原创书籍重点打造，由文字阅读领域向有声市场不断延伸，形

成公司自有的全版权产业链，不断扩大自有版权的影响力和热度，持续不断丰富公司移动阅

读内容库。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拥有各类优质文字阅读产品40,000余本，签约作者原创作品

28,000余本，引入有声作品近7,000余部，时长四万五千小时，自制精彩有声内容近一万小时。

公司原创作品也不断向有声、漫画、影视等领域进行改编孵化，有声改编作品包括《我若离

去，后会无期》、《最后一个捞尸人》、《二皮匠》、《万古镇魔》等。小说改编成的漫画

作品包括：《契婚》、《千秋我为凰》、《史上最强帝后》、《妖怪通缉》等40余部；影视

方面：由平治影业推出的网络大电影（以下简称“网大”）《战境：火线突围》、《镇魔司：

四象伏魔》上映后广受好评，其中《镇魔司：四象伏魔》腾讯视频播放量突破6,500万次，荣

登腾讯视频网大票房排行TOP3，并获得2018首届华语新媒体影展“最佳视觉特技奖”荣誉，入

选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光年奖”，入围2019“金鲛奖”年度十佳网大，在观众中良好的口碑与

影片自身优秀的品质刷新网大制作新标准。其他网大作品包括：《时间遗墓1：九龙解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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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奇艺上映，跨国营救大片《巅峰营救》已在越南、泰国和云南多地完成拍摄，业内广受

期待的镇魔司系列作品《镇魔司2》也已拍摄完成，2019年即将上映。此外，由本公司参与投

资的网剧《时光教会我爱你》已经在爱奇艺上映。公司将持续引入优质文字阅读内容，签约

人气作者，紧追市场热点创作优质原创作品，并不断加大漫画、有声、影视等版块的投入力

度。 

 

 

2、广泛、精准的分发渠道 

公司拥有广泛的内容分发渠道及高效的渠道管理系统，包括超阅、麦子等近100个自有运

营平台、微信、微博等自营新媒体账号以及电信运营商阅读平台、终端厂商阅读平台、大门

户阅读频道、阅读APP、阅读WAP站等。同时，公司利用CPS模式，吸引大量的自媒体和内

容供应方入驻公司旗下小说代理分销平台，极大地扩大了文学内容的覆盖范围，同时将优秀

的内容以更快的速度传递市场。 

 

3、专业化的高效的运营团队 

公司运营团队紧跟市场热点，从用户角度出发积极引入主题创意新颖、内容制作精良、

阅读收听体验佳的数字阅读产品，通过广泛、精准的分发渠道，微信、微博等自营新媒体账

号的快速推送，凭借成熟的商业运营以及对市场需求的敏锐观察力，及时准确地将优质数字

阅读内容推送给用户。 

 

４、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通过基于云计算的分布式存储和分布式计算技术，实现阅读

平台海量数据的处理所需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以此为基础，对大量的访问数据进行探索和

分析，揭示隐藏的、未知的或验证已有的规律性，总结出用户的日常行为规律，按合适的方

式对用户进行跟踪激活，以提高用户的粘性，并且支持面向不同客户群体的个性化精准服务。 

在数字音频版权跟踪技术方面，使用音频数字水印嵌入技术在数字音频中嵌入隐蔽的版

权信息，对音频文件原有音质无明显影响，或者人耳感觉不到它的影响；相反的又通过水印

提取算法，将数字水印从音频宿主文件中完整的提取出来，实现版权跟踪和保护。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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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61,949,897.90 909,950,451.19 909,950,451.19 -5.28% 469,017,723.97 469,017,72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7,141,996.58 97,027,335.87 97,912,069.20 101.35% 48,426,015.14 48,426,01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4,549,685.09 89,921,620.95 90,806,354.28 114.25% 46,037,592.03 46,037,5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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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2,502,659.66 186,997,421.90 186,997,421.90 -2.40% 82,640,738.85 82,640,73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4 1.21 0.82 100.00% 1.61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4 1.21 0.82 100.00% 1.61 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98% 33.11% 33.36% 12.62% 33.43% 33.4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909,589,954.78 699,792,081.92 715,599,319.42 27.11% 345,880,661.84 345,880,66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22,544,427.21 337,395,410.30 338,280,143.63 54.47% 250,367,960.40 250,367,960.4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在编制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会计处理出现差错，少确认商誉 15,807,237.50

元，少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4,642,916.67 元，少确认未分配利润 884,733.33 元，少确认少数股东权益 10,279,587.50 元，多确

认所得税费用 218,333.33 元，少确认净利润 218,333.33 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9,721,351.02 232,376,432.25 234,103,861.86 165,748,25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472,005.40 62,341,871.75 69,682,648.92 16,645,47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187,274.92 60,220,918.24 69,629,073.84 16,512,41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75,284.21 76,661,311.84 18,780,694.36 41,685,369.2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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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06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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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庆 境内自然人 26.42% 31,806,000 31,806,000 质押 22,848,529 

杭州齐智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99% 19,251,000 19,251,000   

陈航 境内自然人 4.74% 5,702,525 0   

陈国才 境内自然人 3.91% 4,702,654 0   

杭州中鑫科技 境内非国有 3.35% 4,034,000 0 质押 2,6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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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法人 

吴剑鸣 境内自然人 3.14% 3,780,000 0 质押 3,780,000 

毕树真 境内自然人 2.19% 2,630,136 0   

毕义国 境内自然人 1.53% 1,844,000 0   

#赵毅立 境内自然人 1.03% 1,240,470 0   

#魏思嘉 境内自然人 0.93% 1,122,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郭庆与杭州齐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晖系夫

妻关系，杭州中鑫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陈情系陈航的姑母。2、除郭庆和张

晖，陈情和陈航存在近亲属关系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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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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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阅读自2014年已连续六年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得益于国家政策引领以及国内数

字内容版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司所处的数字阅读行业外部环境良好。智能手机及移动互联

网的普及、网民付费的习惯的养成、移动支付的便利性等因素都极大地促进了数字阅读行业

的发展。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2018年

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到12.4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达7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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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我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 数字阅读已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近

年来数字阅读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还是阅读内容总量均呈现爆

发式增长。正版化、移动化助力行业迎来数字阅读重要发展期。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高效、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内容及营销推广上的优势，持续创新

的业务模式，不断加大内容版权和研发投入，加快渠道拓展，不断打造价值IP，构建泛娱乐

新生态，推动了公司业务的快速稳定增长。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14.20万元，较去年同期实现增101.35%,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公司2018年度主要经营情况

如下：  

一、“百足模式”孵化多元平台 

内容是数字阅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而内容的挖掘依赖于编辑和作者。为了最大限度地

发挥编辑的个人创造力，最大程度地保证责权利统一，公司在业内率先采用了多团队并行的

模式，俗称“百足模式”。通过不断吸收业内精英人才，短期内孵化了一大批原创阅读内容生

产平台。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先后组建了超阅小说、盒子小说、知阅小说、麦子阅读、

如玉小说、掌读小说、夏至小说、灵书阅读、柚子文学、花生阅读、梦想家中文网、巨星阅

读、奇文小说、365好书、七果小说、樱桃阅读、星芒阅读等在内的近100个原创阅读站。各

个平台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迅速占领渠道和作者资源，实现内容和渠道的双拓展。

全平台累计点击量过亿IP近三十部。 

 

二、CPS模式 

2017年下半年，公司收购“郑州麦睿登”和“杭州有书”各51%的股权，逐步开展CPS模式。

郑州麦睿登定位为一个开放的云平台，以开放的系统、便捷的接入方式，海量的优质版权为

微信公众号、微博、QQ公众号、QQ空间等自媒体开通一站式的运营平台和内容支持。云平

台开放的系统吸引了大量的自媒体和内容供应方入驻，实现内容渠道资源互换共享。 

目前加入公司CPS模式的自媒体近30万家，公司依托“麦睿登”和“杭州有书”强大的渠道优

势和平台辐射范围，有效的将公司的文学内容作品通过这些互联网自媒体渠道快速分发和传

递到市场，使得受众面相对于从前呈几何级数增长，大大的扩大了文学内容的覆盖范围，同

时将优秀的内容以更快的速度传递市场。 

 

三、内容数量激增，自生产能力提升 

2018年度，公司新增签约机构近70家，合作机构包括：塔读文学、中文在线、掌阅科技、

3G书城、天翼阅读、咪咕阅读、落尘文学、新浪阅读、杭州趣阅、上海七猫，引入了一大批

优秀的数字阅读内容。同时自有阅读平台的不断孵化裂变，使得公司内容自生产能力得到进

一步加强，原创内容的数量和质量较上年同期均大幅度提高。2018年新增原创作品近11,000

部，新增签约作者8,000余人，新增的优秀作品如《你是我的念念不忘》、《请以你的名字呼

唤我》、《陆先生，请自重》、《如果爱忘了》等吸引了全网大量用户关注。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拥有各类优质文字阅读产品40,000余本，签约作者原创作品

28,000余本，引入有声作品近7,000余部，时长四万五千小时，自制精彩有声内容近一万小时。

公司原创作品也不断向有声、漫画、影视等领域进行改编孵化，有声改编作品包括《我若离

去，后会无期》、《最后一个捞尸人》、《二皮匠》、《万古镇魔》等。小说改编成的漫画

作品包括：《契婚》、《千秋我为凰》、《史上最强帝后》、《妖怪通缉》等40余部；影视

方面：由平治影业推出的网络大电影（以下简称“网大”）《战境：火线突围》、《镇魔司：

四象伏魔》上映后广受好评，其中《镇魔司：四象伏魔》腾讯视频播放量突破6,500万次，荣

登腾讯视频网大票房排行TOP3，并获得2018首届华语新媒体影展“最佳视觉特技奖”荣誉，入

选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光年奖”，入围2019“金鲛奖”年度十佳网大，在观众中良好的口碑与

影片自身优秀的品质刷新网大制作新标准。其他网大作品包括：《时间遗墓1：九龙解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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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奇艺上映，跨国营救大片《巅峰营救》已在越南、泰国和云南多地完成拍摄，业内广受

期待的镇魔司系列作品《镇魔司2》也已拍摄完成，2019年即将上映。此外，由本公司参与投

资的网剧《时光教会我爱你》已经在爱奇艺上映。公司将持续引入优质文字阅读内容，签约

人气作者，紧追市场热点创作优质原创作品，并不断加大漫画、有声、影视等版块的投入力

度。 

 

四、 新媒体推广新模式实现精准营销 

 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的普及、用户主动付费的习惯形成和各种新媒体平

台的风生水起让网络文学二次腾飞，催生出网络文学新媒体精准营销新模式。公司顺应趋势，

加速新媒体领域的布局，通过多个新媒体平台向用户精准推送小说内容，实现精准化引流。

同时，公司在微信、新浪微博等多个平台自营新媒体账号，给用户提供价值内容，提升用户

使用粘性，目前公司旗下已经拥有超过4500万的微信粉丝矩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渠道管理能力，打通微信新渠道，快速扩大影响力。同时，公

司充分利用社交工具强大的传播力，推出微信公众号/小程序阅读模式。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后，

不仅可以直接通过微信进入书库选取阅读，公众号还会定期推送内容让用户来了解最新的优

质小说的推荐信息以及用户关注小说的更新信息，给予用户最好的使用体验。公司平台在微

信端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其在微信端的影响力与掌阅、起点中文网等数字阅读领先者相当

甚至有所超越。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司平台可以更快捷的与用户进行互动，并可更精准的对

接目标用户，有望成长为数字阅读细分市场的领先者。 

 

五、与电信运营商合作进一步增强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拥有庞大的用户基数，通过三大运营商阅读

平台可形成产品的快速分发。本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了与咪咕阅读、天翼阅读、沃阅读

等基地平台联合运营的力度，在内容、渠道和营销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从而共同快速地

抢占移动阅读市场，持续为用户提供更加专业、优质、便捷的数字阅读服务及增值服务 

 

六、IP衍生品开发，构建泛娱乐新生态 

网络文学作品更新快、用户基数大、粉丝黏性强、衍生空间大，且极具戏剧性和悬念感，

已经成为最大的IP 源头之一，为诸多流行文化产品提供了灵感。基于 IP 的泛娱乐生态，主

要是指以文学 IP 为核心，以授权、合作分成、联合出品等多种方式多维度深度开发大众娱

乐产品，衍生为影视、游戏、动漫、听书、纸书等，实现 IP 版权价值最大化。IP展现出极高

的内容价值、粉丝价值、营销价值，公司不断探索围绕 IP 为核心的网络文学立体化产业发

展新路径，加快作品IP全版权运作。平台现有版权库中筛选的优质IP将逐步被改编成有声、

漫画、影视、游戏等产品。 

移动阅读平台除原有的文字阅读内容外，新增漫画、听书等版块，不断培养小说阅读用

户的其他消费习惯。 

 

七、加大人才团队建设  

公司逐步完善人才管理机制，不断健全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体系，培育持续成长动力。

同时实施持续人才战略，进一步加强人才的引进力度，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人才引进的广度、

深度和力度，持续优化团队结构，以确保公司发展的需求。同时采取短期与长期激励相结合

的人才激励体系，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

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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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移动阅读平台 762,657,323.52 361,856,782.51 47.45% -6.90% 88.97% 24.0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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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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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公司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北京腾达远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阅庭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蓝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3家公司。 

本期设立成都看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淘影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九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杭州平治影视有限公司、江苏

屏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乐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晚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奇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嘉兴汇嘉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家公司，以上公司自设立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庆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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