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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2                               证券简称：捷成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1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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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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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成股份 股票代码 30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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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芳 魏明月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半壁街村 9 号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半壁街村 9 号 

电话 010－82330868 010－82330868 

电子信箱 yuanfang@jetsen.cn weimingyue@jetsen.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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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975,394.22 2,275,342,072.04 -2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5,977,759.64 571,390,442.91 -6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14,709,505.00 552,766,868.42 -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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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9,502,696.57 424,026,379.08 29.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5 0.2234 -62.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5 0.2224 -62.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5.65%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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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0,681,979.66 15,976,645,346.86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42,273,383.45 9,806,219,456.57 2.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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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子泉 境内自然人 25.20% 648,852,200 648,263,562 质押 602,105,855 

珠海节睿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7% 164,000,000 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93,530,314 0   

陈同刚 境内自然人 3.00% 77,249,010 57,936,757 质押 45,879,932 

喀什滨鸿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55,359,109 0   

中融基金－北京

银行－中融国际

信托－中融－融

琨88号单一资金

信托 

境外自然人 2.01% 51,677,958 0   

北京海国东兴支

持优质科技企业

发展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2.00% 51,499,216 0   

尹俊涛 境内自然人 1.48% 38,110,30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32,875,801 0   

长城国瑞证券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32,767,45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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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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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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捷成世

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6 捷成 01 112490 2016 年 12 月 09 日 2019 年 12 月 09 日 10,900 7.50% 

北京捷成世

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8 捷成 01 112795 2018 年 11 月 08 日 2021 年 11 月 08 日 20,900 7.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9.08% 38.57% 0.5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01 17.04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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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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广播电影电视业 

一、2019年半年度回顾 

2019年，公司继续以“内容版权运营”为战略核心，秉承“多轮次-多渠道-多场景-多模式-多年限”的业务变现核心经营理

念，集全司资源构建以“版权”为出发点、“重发行”的产业链，以发行带制作，协同融媒体、超高清、4K等技术更新改造链接

客户，构建集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数字教育于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95,975,394.2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46%；实现营业利润215,548,939.11元；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15,977,759.64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49,502,696.5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59%。 

（一）数字文化板块 

1、新媒体版权运营及发行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夯实了国内新媒体版权运营龙头的优势地位，以影视内容版权为核心，加大内容集成力度，确保

国产影视内容市场占有规模的基础上提高内容质量，向产业化、国际化方向拓展。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集成新媒体电

影版权7524部 ，电视剧1478部，动画片43万分钟。 影视版权方面，院线电影采购，包括《流浪地球》、《飞驰人生》、《绿

皮书》、《比悲伤更悲伤》、《何以为家》、《新喜剧之王》、《无名之辈》、《来电狂响》等作品，占当期新增院线上映

影片数量50%以上；电视剧包括《小女花不弃》、《逆流而上的你》、《陆战之王》等同步卫视黄金档新剧。 

动漫方面，除了好莱坞两大迪士尼及特纳的合作，2019年上半年又达成了与美泰的战略合作，包括风靡全球的《托马斯

和他的朋友们》，《芭比系列》，《巴布工程师》等近百部知名IP。同时在儿童娱乐领域，尝试向上向下延展业务维度，与

优酷少儿联合出品了艾美奖最佳学龄前节目奖的法国版宝藏级IP《树屋童话》中国版，且获得了全球第六大乐园长隆的特约

赞助，且在其园中建立了线下的童话树屋景点，以及开心麻花在小演员指导及培训等方面的战略支持。 

2019年上半年，公司旗下华视网聚全资收购天下卫视，是海外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亦是全球版权全球发行战略的落地，

真正实现内容的全球化。 天下卫视建立了全美唯一无线播出的粤语频道 - 44.4天下卫视粤语台。作为北美华人很有影响力

的电视台，华视网聚则带来了更多的优质资源，为天下卫视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推动了天下卫视从此迈向全媒体阵营

的新里程。2019年上半年华视网聚获评商务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四部委联合评定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2019年，公司与华为开展全面内容合作，成为华为视频国产电影、电视剧、动画内容的联合运营合作伙伴，协助华为执

行引入第三方内容。公司将以内容为依托，与视频网站、媒体平台开展联合运营，从内容投资、内容供给、内容运营、IP

开发等多领域多角度产业赋能，共享内容投资回报与商业增值。 

2、内容制作 

针对当下影视行业的政策变化，公司积极应对内容制作业务投资期较长、资金回收较慢的行业特性，进一步贯行2018

年以来在内容制作方面的战略收缩，谨慎投资，强调资金回收。 

（二）数字技术（音视频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音视频技术领域以8K+5G及县级融媒体为方向的相关产业应用研发和市场推广发展良好。 

融媒体方面，公司研发和整合的融媒体中心一站式解决方案符合以正能量为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

的理念，严密贴合国家标准和规范，陆续承建了首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覆盖的融媒体中心--

陕西广电网络融媒体中心；首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北京昌平区融媒体中心；福建广电省级融媒体平台、

湖北长江云、江苏荔枝云、贵州全媒体项目、广西东盟云融媒体中心等一省一平台众多案例。 

超高清方面，公司承建了中央电视台超高清系统，从节目的制作与包装上，保障了央视4K试验频道的顺利上线。公司

现有UHD电视制播系统、UHD开放制作平台、UHD立体声/环绕声/沉浸式全景声音频制作系统、UHD播出系统、UHD统一

内容管理平台、UHD IP传输及分发管理系统、UHD IP调度管理系统、UHD全台制传播监控系统、UHD云安全可视化管理平

台等产品线，打造了涵盖了广电超高清“采、编、播、管、存”全流程的整体解决方案。 

    5G回传设备、5G网路覆盖下的城市联播系统和节目传输系统、AR/VR虚拟生产系统、全国产超高清演播室系统、中国

三维声标准的实践应用等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获得业内用户认可并完成了市场应用场景的测试和试用，达到市场实际推广条

件。 

公司通过多年的行业技术积累，潜心研究4K超高清技术，突破技术难点，凭借“央视超高清制作岛1¤2¤3项目案例” 在中

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2018年会优秀案例评选中获得“产品与解决方案创新奖”。并且“国内企业8K超高清视频制播设备集群

创新”在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2018年会优秀案例评选中获得“重大技术突破奖”。公司为2019年春晚节目提供方案设计和

技术支持，保障了中央电视台主现场MR混合现实包装、深圳分会场现场制作、井冈山分会场现场制作和长春分会场现场制

作，春晚高清插播节目制作和重播节目制作、春晚4K重播节目制作。 

中国三维声标准（草案），即C3DA（China 3D Audio），是基于捷成世纪的三维声对象渲染以及双耳渲染器（技术）

而成的中国三维声行业标准。经过历时三年的提案、测试、评审、确定技术方案，直至最终标准文稿的确定，该标准现已至

最终颁布的环节。相信在该标准颁布后，不论是在专业领域，又或是在汽车音响领域，都可使得听音效果得到三维立体的沉

浸式感受。而将此技术应用在民用端，便可使得未来的观众、听众，通过手机、平板、电脑、机顶盒等设备都可以更直观的

感受到来自于三维声场的震撼体验。该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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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教育 

公司的数字技术、数字文化领域的积淀和优势，为数字教育业务板块提供了技术引擎支撑和内容引擎驱动。报告期内，

公司的数字教育业务继续向市场推广和深度运营的目标持续发展，新增多个试点城市，各地实际上线运营的学校和师生数量

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各地教育服务团队正努力通过落地创新的运营模式产生收益。 

报告期内，捷成数字教育云平台新增衡水、桂林、唐山、乌兰察布、十堰等十几个签约城市或地区，目前已在四十多个

城市的中小学进行捷成智慧教育云平台、智慧校园、在线课堂、教育院线等应用的推广普及和试点，面向全国K12教育领域

的合作共建模式已初具规模。报告期内，捷成数字教育云平台新增1500多所中小学，新增180万师生和家长用户。目前平台

覆盖学校已达5600多所，周活用户已达到450万以上，部分城市已实现教育服务收入。 

二、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持续发掘现有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客户资源的综合价值，加大内容板块横向和纵向的业务整合，充分利

用平台优势、业界资源优势，打造整体的优质的捷成文化品牌。 

1、数字文化板块：版权运营为战略重点及核心盈利增长点；内容投资制作贡献品牌价值和话语权 

随着知识产权政策的落地和正版化环境的加速形成，公司新媒体版权运营业务也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从严的政策红利下

迎来新的增长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提升版权运营的整体集成服务能力，加大对于优质内容版权的投入。 

在现有运营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公司将逐步以内容为依托，与视频网站、媒体平台开展联合运营，从内容投资、内容供

给、内容运营、IP开发等多领域多角度产业赋能，共享内容投资回报与商业增值。 

2、数字技术板块：基于底层技术革新的4K+5G，在融媒体和超高清领域稳健投入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夯实音视频技术服务和音视频内容服务为基础的全产业链战略，抓住8K+5G，县级融媒体这个两大产

业契机，大力发展云服务、云安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的应用研发，加快布局媒体行业的的新业态，形成智慧广电新的全方

位解决方案。 

3、数字教育板块：打造捷成智慧教育云平台，助力教育信息化腾飞 

2019年公司将持续研发依托音视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教育信息化产品，通过提供实用、丰富，

客户体验强的个性化教育，不断创新盈利模式和盈利手段，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及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品牌知名度，

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为捷成数字教育带来长期稳定及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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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详见捷成股份公告

2019-036号 

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

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件，变更

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捷成股份公告

2019-080号 

①财务报表列报 

2019年4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

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决议通过，本

公司根据通知要求进行了调整。公司管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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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 

首次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6,162,723.50 -66,162,723.5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6,162,723.50  66,162,7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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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2019年1-6月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6户，减少0户。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广州广视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影响较小 

GuangzhouMediaAmericanCo.Ltd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影响较小 

SkyMediaCrop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影响较小 

GlobalCommunicationGroup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影响较小 

JetsenHuashiMediaUsCo.Limited 新设 影响较小 

桂林市捷成世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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