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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江南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孔微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黎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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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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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610,958,669.84

2,959,582,128.62

-11.78%

340,378,444.93

1,207,460,164.00

-71.81%

115,644,582.47

1,067,590,682.80

-89.17%

581,559,068.68

683,465,998.97

-14.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11.00%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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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6,463,703.36

19,021,510,376.18

-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96,319,577.20

14,201,141,091.65

-0.7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0,378.48
239,637,889.39
6,934,306.9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842,906.9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20,021,297.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说明

-10,770,556.78
59,882,001.59
60,358.00
224,733,862.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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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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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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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8%

774,401,6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6%

757,576,476

0

珠海融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

353,082,212

0

质押

186,350,361

上海筝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

276,145,325

0

质押

276,145,325

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8%

247,236,384

0

关玉婵

境内自然人

1.50%

219,463,847

0

珠海晋汇创富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209,085,253

0

上海鸿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59,969,322

0

上海赡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59,969,322

0

上海鸿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59,969,322

0

上海宏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59,969,322

0

23.34% 3,425,818,77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3,425,818,777 人民币普通

3,425,818,777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74,401,600 人民币普通
股

774,401,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7,576,476 人民币普通
股

757,576,476

珠海融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3,082,212 人民币普通
股

353,082,212

上海筝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6,145,325 人民币普通
股

276,145,325

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247,236,384 人民币普通
股

247,236,384

关玉婵

219,463,847 人民币普通
股

219,463,847

珠海晋汇创富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9,085,253 人民币普通
股

209,085,253

上海鸿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9,969,322 人民币普通
股

159,969,322

上海赡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9,969,322 人民币普通
股

159,969,322

上海鸿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9,969,322 人民币普通
股

159,969,322

上海宏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9,969,322 人民币普通
股

159,969,322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股系一致行动人；上海
上述股东之间，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 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鸿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赡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鸿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宏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受同一主体控制。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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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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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货币资金 2019 年一季度末余额为 126,706.3 万元，较年初减少 240,452.8 万元，降幅 65.49%，同时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包括固定期限的银行理财产品）由年初的 186,504.4 万元增加至报告期末的
418,307.7 万元，增幅 124.2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将原属于货币资金的非固定期限银行理财产品赎
回并购买了固定期限（不超过 3 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2、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为 2,001.5 万元，较年初的 1,268.1 万元增加 733.4 万元，增幅 57.83%。主
要是由于公司购买泉州当地框架运营商的媒体资源约 283.0 万元及子公司支付给海外的游戏版权费
364.8 万元所致。
3、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 30,733.4 万元，较年初的 85,638.5 万元减少 54,905.1 万元，降幅 64.11%。主
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预缴了 2018 年度所得税 46,529.0 万元。
利润表重要项目变动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为 165,686.9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91,925.8 万元增加 73,761.1 万元，增幅
80.24%。主要是为实现公司中长期战略目标，自 2018 年第二季度起公司大幅扩张电梯类媒体资源，
电梯类媒体资源点位数由 2018 年一季度末的 160.0 万个增加至 2019 年第一季度末 275.5 万个，因此
媒体资源租金、设备折旧、人工成本及运营维护成本等较去年同期增长 72.86%、245.05%、97.97%以
及 53.42%。
2、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为 4,800.7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3,394.7 万元增加 1,406 万元，增幅 41.42%。主
要是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且研发人员薪酬提升所致。
3、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净利息收入）较去年减少 97.21%。一方面是由于公司将较多闲置资金用于固
定期限的低风险银行理财而不是放在货币资金或者非固定期限的银行理财，相应的收益作为投资收益
而不是利息收入，故利息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57.35%；另一方面由于境外韩国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贷
款利息支出，同时公司境外长期贷款的利息支出随美元利息加息贷款利率有所提升，故利息支出亦较
去年同期增加 57.99%。
4、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为 8,408.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212.77%，一方面是由于 2018 年
下半年的收款放缓，导致 2019 年一季度的账龄结构较去年同期转差，另一方面公司也根据自身及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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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风险评估对部分高风险的客户补充计提了全额的坏账准备。
5、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发生额为 4,064.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090.62%，其中主要包括：1）固定期
限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2,884.3 万元（去年闲置资金主要是放在非固定期限的银行理财产品及货币资金，
故收益在利息收入体现）；及 2）按权益法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确认的投资收益 1,180.6 万元，主
要是来自联营公司上海数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
6、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66.21%，主要是税前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重要项目变动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24,722.6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1.99%，主要是受政
府预算和拨款进度的影响，从而收到的政府财政扶持款增加。
2、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以及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分别较去年同期
增加 49.60%、33.49%，主要自 2018 年第二季度起公司大幅扩张电梯类媒体资源，电梯类媒体资源点
位数由 2018 年一季度末的 160.0 万个增加至 2019 年第一季度末 275.5 万个，因此媒体资源租金、设
备折旧、人工成本及运营维护成本等较去年同期均大幅增长所致。
3、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17,618.0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6,569.3
万元增加 168.19%，主要是扩大媒体资源规模从而增加媒体设备采购所致。
4、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为 10,673.0 万元，上年同期为 42,623.5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
的基金项目均放缓投资进度所致。
5、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40,005.6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48.44%。主要是报告期内
公司用于股票回购所支付的现金；同时去年同期公司支付了在 2017 年末收到的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的代收待付置出资产款约 77,594.9 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董事会及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三名，分别为江南春先生、孔微微女
士、嵇海荣先生，独立董事四名，分别为杜民先生、葛明先生、葛俊先生、卓福民先生；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为何培芳女士，公司股东监事杭璇女士、林南女士。上述董事及监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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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为三年，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2、员工持股计划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次
员工持股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1）参加对象范围包括：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其他核心
人员，员工总人数不超过 100 人，其中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2 人、其他核心
员工不超过 98 人，具体参加人数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0,000 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
元，份数上限为 30,000 万份。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公司实际控
制人江南春先生提供的借款以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金。本员工持股计划具体资
金总额和份额根据实际缴纳金额确定。
（3）本员工持股计划将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公司回购股份等法
律法规许可的方式购买并持有公司的股票。
（4）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48 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后续经履
行本草案规定的程序后董事会可根据市场情况办理本计划的展期。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
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 36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公司成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计划的管
理方，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银行和证券账户已开立完毕，后续工作尚在稳步推进中，
目前尚未购买公司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公司参与投资基金进展事宜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分众鸿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投入 5,000 万元人民币参与投资基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知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9 年 2 月，
公司收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知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知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并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备案编码为：SX2362。
（详见公告编号：2019-023）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分众鸿意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投入 3 亿元人民币参与投资基金上海云锋麒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19 年 3 月，公司收到上海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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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麒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知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并且按照《证
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了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备案编码为：SEP702。
（详见公告编号：2019-027）
4、风险投资的进展事宜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充分保障
公司日常经营性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闲置资金用于风
险投资，投资的最高额度为未到期累计余额最高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有效期自公司 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计滚动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货币基金 1,395,540,962.54 元人民币，
赎回购买的货币基金收回款项人民币 1,295,595,689.35 元。风险投资单日最高余额 292,599,974.89 元人民币。
截至报告期末，风险投资余额为 1 亿元人民币收益凭证及 100,147,710.38 元货币基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 01 月 23 日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2 月 15 日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2 月 15 日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06 日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16 日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4 月 03 日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2 月 16 日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13 日

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参与投资基金进展事宜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及 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公司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13
元/股（含 13 元/股）的价格，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社会公众股票，预计回购
股份约为 23,076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89%。2018 年 6 月 29 日，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10.75 元/股（含 10.75 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及 2019
年 3 月 5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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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将此次回购股份的用途调整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股
份的资金总额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为 72,360,82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493%，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5.8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04 元/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人民
币 39,998.82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 2019 年 3 月末，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为 171,973,4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2%，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8.64 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5.04 元/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10,016.75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1）股改承诺
承诺方

易贤忠

承诺类型

股份减持承诺
只有当二级市场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10 元时，方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委托出售的价格

承诺内容

不低于 10 元(遇股东权益变化时，上述价格进行相应除权计算)。2005 年公司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22395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3.5 股，除权日为 2006 年 4 月 11 日，除权后承诺出售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7.41 元。

承诺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承诺方

易贤忠

承诺类型

其他承诺

承诺内容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
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承诺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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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关玉婵

承诺类型

其他承诺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

承诺内容
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承诺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2）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承诺方

江南春;Media Management (HK);FMCH;融鑫智明

承诺类型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本人/本企业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企
业或组织共同控制、管理任何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本人/本企业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本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与上市公
司构成竞争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本人/本企业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本企

承诺内容

业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与上市公司/分众传
媒相同或相似的、对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若本人/本企业
控制的相关公司、企业出现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与上市公司产品或业务构成竞争的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
组织之情况，则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相关公司、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业务或产品、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上市公司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与本人/本企业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时间

2015 年 08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江南春;Media Management (HK);Power Star (HK);Glossy City (HK);

承诺方

Giovanna Investment (HK);Gio2 (HK);FMCH;融鑫智明
承诺类型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就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

承诺内容

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本企业保证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损失，由本人/本
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时间

2015 年 08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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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江南春;Media Management (HK);FMCH;融鑫智明

承诺类型

其他承诺
1、人员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
专职工作，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企业及本企
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或领取报酬。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企业及本企业控
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2、资产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
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2）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
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3）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3、财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
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承诺内容

不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企业及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
纳税。4、机构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
机构混同的情形。5、业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
易，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6、保证上市公司在
其他方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本企业将向上市公司进行赔偿。

承诺时间

2015 年 08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长期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77.88%

至

-67.12%

74,037.84

至

110,037.84
334,696

受宏观经济影响，自 2018 年第四季度起中国广告市场增速
疲软；同时，为实现公司中长期战略目标，自 2018 年第二
季度起公司大幅扩张电梯类媒体资源，导致公司 2019 年上
半年在媒体资源租金、设备折旧、人工成本及运营维护成
本等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故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经营业
绩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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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基金

1,928,788,757.94

其他

1,140,935,306.98

合计

3,069,724,064.92

本期公允价值 计入权益的累计
变动损益

公允价值变动

20,021,297.42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19,730,667.72 1,896,542,481.98 自有资金及境外银行贷款

-12,515,608.24

66,300,000.00

-9,915,544.92

1,499,000.00

0.00

-96,451,537.42 -22,431,153.16

67,799,000.00

0.00

-96,451,537.42
20,021,297.42

外币折算差额 报告期内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0.00 1,034,568,224.64 自有资金及境外银行贷款
-19,730,667.72 2,931,110,706.62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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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情况
接待时间
2019-03-05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1）

2、报告期内参加投资者关系会议情况
时间

地点

参加会议

接待对象

接待方式

2019 年 1 月

上海

UBS Greater China Conference 2019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2019 年 1 月

杭州

国盛证券 2019 年资本市场年会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2019 年 3 月

香港

9th Morgan Stanley Annual Hong Kong Investor Summit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南春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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