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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2                          证券简称：思美传媒                          公告编号：2019-060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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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美传媒 股票代码 00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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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海强 周栋 

办公地址 杭州市虎玉路 41 号八卦田公园正大门内 杭州市虎玉路 41 号八卦田公园正大门内 

电话 0571-86588028 0571-86588028 

电子信箱 IR@simei.cc IR@sime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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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074,309.04 2,588,079,223.45 -4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676,118.89 174,093,216.61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2,416,789.93 166,424,244.25 -2.41%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3,143,275.77 -12,478,182.82 1,88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51 -39.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51 -39.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9% 5.1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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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3,573,415.08 4,400,167,647.52 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04,423,502.35 3,307,283,254.79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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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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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虬 境内自然人 38.48% 223,674,836 167,756,127 质押 178,104,426 

上海鹿捷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2% 28,584,994 11,433,997   

金元顺安基金

－浙商银行－

爱建信托－爱

建信托欣欣 15

号事务管理类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73% 21,659,778 0   

金鹰基金－浙

商银行－西藏

信托－西藏信

托－瑞新 9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72% 21,639,222 0   

昌吉州首创投

资有限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8% 17,920,212 0   

吴红心 境内自然人 2.50% 14,522,933 0 质押 10,500,000 

思美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3% 11,194,230 0   

张子钢 境内自然人 1.58% 9,175,759 4,450,534   

马希骅 境内自然人 1.51% 8,800,000 0 质押 8,800,000 

徐建刚 境内自然人 0.96% 5,575,490 0 质押 5,575,4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报告期末，朱明虬持有本公司 38.48%的股权，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东昌吉州首创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42.99%的股权，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占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9.81%，朱

明虬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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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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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内容为核心，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品牌传播方案，三九医药冠名全国首档少儿

燃动冰雪成长类节目《大冰小将》, 吉利汽车特别支持央视大型励志综艺节目《挑战不可能》第四季，蒙

牛乳业成为大型原创室内竞技真人秀节目《王牌对王牌》指定产品。影视内容方面，公司联合出品了都市

情感励志剧《只为遇见你》,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607.43万元，同比减少41.81%；营业利润18,937.47万元，同比

增长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7,767.61万元，同比增长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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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等多项会计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在施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的《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35）。 

2）财政部于2019 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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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63）。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2019]8号），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

（财会[2019]9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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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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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