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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3                               证券简称：*ST 印纪                       公告编号：2019-054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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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印纪 股票代码 00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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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26 号 A 座 25 层  

电话 010-85653696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dmgmedia.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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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803,055.05 390,456,488.76 -8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004,602.77 21,704,306.56 -52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2,488,028.43 -49,490,828.35 -86.88%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071,726.87 -272,159,844.49 -7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1 -7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1 -7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0% 1.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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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7,096,112.09 2,817,909,990.53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8,471,499.03 1,198,329,311.70 -9.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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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文革 境内自然人 44.04% 779,457,078 584,592,808 
质押 779,457,078 

冻结 779,457,078 

北京印纪华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8% 219,072,000 0 

质押 219,072,000 

冻结 219,072,000 

印纪时代（天
津）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10% 178,776,000 0 

质押 178,776,000 

冻结 178,776,000 

安信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3% 106,716,800 0   

张彬 境内自然人 4.26% 75,419,635 56,564,726 
质押 75,419,635 

冻结 75,419,635 

于晓非 境内自然人 2.02% 35,765,500 0   

王生华 境内自然人 0.51% 9,010,886 0   

长信基金－浦

发银行－陆家

嘴国际信托－
瑞祥 6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3% 5,925,101 0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4% 4,174,720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3% 4,158,0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印纪华城的有限合伙人为肖文革，肖文革持有印纪华城 99%出资额。肖文革与印纪华城已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印纪时代（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肖文革全资控股的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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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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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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受整体市场环境影响，公司业务发展低于预期。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265,709.61万元，净资产127,530.18万元，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980.31万元，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200.46万元。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针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停滞、债务违约、银行账户被冻结等事项，公司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部分措施缓解公司困境。对

外投资方面，公司已暂缓影视业务和IP衍生业务的对外投资等回款周期不稳定的业务，近期无新增影视业务及IP衍生业务投
资；日常经营方面，公司在大力催收应收账款的基础上，以前期库存优质剧目的销售变现为首要目标，，与此同时开展回款

周期较为稳定的广告业务，集中资源为优质广告客户提供服务，业务团队仍在积极服务其核心优质客户。 

此外，公司参与投资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已在优酷平台播放完毕，观众反映良好，是公司继《军师联盟》后投资的又

一精品剧，但由于与交易对方确认收入分配尚需时间，故收入与投资收益尚未在报告期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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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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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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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