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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1                           证券简称：因赛集团                           公告编号：2019-022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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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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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4,541,4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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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赛集团 股票代码 30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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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旭晖  陈蕾蕾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广州天安

番禺节能科技园总部中心 26 号楼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广州天安

番禺节能科技园总部中心 26 号楼 

电话 020-62606006 020-62606006 

电子信箱 zqsw@gdinsight.com  zqsw@gdin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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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77,059.07 191,652,753.18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615,699.71 33,454,685.62 -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238,124.74 30,249,012.0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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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02,145.33 3,946,661.05 -459.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12 0.530 -4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12 0.530 -4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1% 12.95%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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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854,520.26 411,289,274.50 7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7,109,996.60 307,292,206.26 107.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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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因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7% 16,544,000 16,544,000   

王建朝 境内自然人 19.00% 16,065,500 16,065,500   

李明 境内自然人 19.00% 16,065,500 16,065,500   

广东橙盟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8% 6,325,000 6,325,000   

安徽科讯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 2,197,020 2,197,020   

珠海旭日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 1,994,820 1,994,820   

北京鼎业信融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瑞元汇德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23% 1,883,160 1,883,160   

陈岱君 境内自然人 1.48% 1,255,440 1,255,440   

李东英 境内自然人 0.75% 634,065 634,065   

珠海星辰鼎力信

息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441,560 441,5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建朝与李明为夫妻关系；广东因赛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王建朝、李明夫妻二人；广

东橙盟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李明；珠海旭日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建朝；除此以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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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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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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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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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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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赛集团是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整合营销传播专业服务的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品牌管理、数字营销、公关传播及媒

介代理等四类服务，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品牌营销智慧服务集团，助力客户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领导品牌”。

2019年上半年度对公司来讲意义重大，2019年6月6日，公司成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公司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品牌管理是公司的核心主营业务，该业务以塑造品牌形象、推动品牌的市场销售并累积提升品牌的价值为目标，为客

户提供品牌战略规划、整合营销传播策划、传播内容的创意设计制作等一类或多类服务。为协助客户进行品牌战略的落地实

施和品牌传播内容的落地传播，公司还为客户提供包括数字营销、公关传播和媒介代理等延伸主营业务在内的整合营销传播

综合服务。数字营销是针对客户在数字媒体上的营销推广目标和需求，为客户提供数字媒体互动传播内容的创意设计制作和

数字媒体社区用户运营服务。公关传播业务是指基于客户的品牌战略和整合营销传播策略计划，为客户提供整合性的公关传

播和公关活动的策划与执行服务。媒介代理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各种营销传播内容（例如广告等）的媒介投放策略与计划、媒

介投放预算分配、媒介投放排期制定、媒介投放资源采购、媒介投放实施、媒介投放监测及传播效果评估等一系列服务。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按既定的战略目标和经营计划推进工作，公司各项业务及核心战略客户经营情况，在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86,677,059.0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4,238,124.74元。受到

国内市场经济下行压力、中美贸易战影响以及行业竞争态势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的主要客户均不同程度的缩减了其市场营

销推广预算，间接导致公司营业总收入对比去年同期略微下降-2.60%。但公司对未来预期乐观，坚持持续拓展品牌营销服务

网络以支持业务扩张的战略目标，并加快数字营销技术及传播研发中心建设的研发投入，持续引进优秀人才，在2019年1月，

位于广州番禺天安节能科技园的公司自有办公楼（面积比公司原租赁的办公场所面积大2倍多）正式投入使用。人力资源成

本，新办公楼启动相关成本及研发投入给公司上半年带来较大成本压力，受上述因素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降-19.87%，比销售额下降幅度稍高。 

 

      因赛集团一向以“提供整体品牌营销传播解决方案，助力客户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领导品牌”为经营宗旨，在未

来继续强化以品牌管理为核心的整合营销传播业务的专业服务能力，通过吸纳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和团队并配合相应的激励

机制，不断扩大专业经营团队的数量和容量，持续吸引更多优质客户，从而为公司保持稳健持续的盈利增长动力，持续强化

公司在专业和规模上的市场领先地位。公司将通过实施强有力的业务扩张战略、产业链整合战略、技术创新战略以及人力资

源优化战略等，持续强化在专业服务上的领先优势，力争成为中国最具专业和规模领先优势的品牌营销传播服务集团。具体

发展战略主要如下： 

 

     1）业务扩张战略 

     公司的业务扩张战略从两个维度出发：业务布局扩张和区域布局扩张。在业务布局上，因赛集团将围绕自己的专业优

势和主营业务，不断扩展和构建更加完善的品牌整合营销传播服务价值生态链，将品牌营销传播策划和内容创造的优势与各

种传播方式和媒体实施手段相结合，为客户创造更多的服务价值，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收入增长来源。在区域布局上，因赛集

团将完成在全国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和准一线城市的分子公司布局，从而建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为目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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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品质专业服务和快速响应的服务网络；同时，为响应部分客户在海外市场的服务要求，公司将通过与合作伙伴进行战

略合作的方式布局海外市场，为公司未来实施跨国并购整合打开突破口。 

 

     2）产业链整合战略 

     当前，我国整合营销传播代理行业的发展集中度较低，具备提供一站式、全案式的品牌战略规划与整合营销传播服务

能力的企业仍比较稀缺。未来三年，公司将持续提升在品牌战略规划和整合营销传播的策划创意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专业领

先优势以及团队的业务容量，继续实施“聚焦服务战略客户”和“品牌管理+”的业务发展战略，进一步做大做强自己的主

营业务。与此同时，公司将积极探索与行业内外在主营业务、客户资源、市场区域、传播资源、技术营销（包括大数据、人

工智能、数字营销等）等方面有相对优势并能够与发行人形成协同互补式共同发展的企业进行并购整合或者战略合作，进一

步完善优化公司的业务价值链与市场布局，推动公司业务的外延式发展，实现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展。未来公司也将加强与行

业上下游优秀企业的战略合作，充分整合行业产业链的优质资源，持续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和成本效益。 

 

     3）技术创新战略 

     公司将以满足客户的品牌管理与整合营销传播服务需求为核心，持续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变革，重点将通过自主研发

以及加强与外部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与交流等手段，积极探索数字媒体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营销技术在整合营销传播领

域的创新应用，进一步丰富整合营销传播服务的技术手段；并确保技术创新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同时，公司将继续开发

和完善现有的因赛云、创意作品库、品牌价值创意库及智能搜索引擎等技术支撑平台，实现专业资源的高效整合和利用。此

外，公司未来将加快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营销领域的产业布局，依托集团现有的技术平台巩固扩大各版块业务的优势地位。

公司也将完善集团的研发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以满足集团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4）人力资源优化战略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重视对企业人力资源的投资，注重人才的保留和培养，通过持续引进高素质的各类专业

人才，基于科学完善的培训和培养人才体系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持续扩大高素质的专业服务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此外，

公司未来将加强与各知名高校及社会重要资源平台的交流合作，不断地为公司培养和输送有潜力的人才生力军，为公司的快

速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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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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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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