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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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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龙韵股份 60372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陶珏竹 孙贤龙 

电话 021-58823977 021-58823977 

办公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118号滨

江万科中心15层 

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118号滨

江万科中心15层 

电子信箱 longyuntzz@obm.com.cn longyuntzz@obm.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606,463,044.96 1,151,865,609.89 3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61,827,510.19 854,339,114.48 0.8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687,715.86 33,183,363.33 -28.62 



营业收入 573,045,948.52 388,759,994.80 4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155,395.71 3,492,225.35 30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990,306.67 3,485,657.89 27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5 0.43 增加1.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05 3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05 32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1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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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段佩璋 境内自

然人 

32.89 21,924,500 0 质押 17,200,000 

方小琴 境内自

然人 

10.17 6,780,000 0 质押 6,780,000 

段智瑞 境内自

然人 

4.18 2,790,000 0 无 0 

上海台勇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0 2,400,000 0 质押 2,400,000 

许龙 境内自

然人 

3.30 2,200,800 0 无 0 

刘建奇 境内自

然人 

3.14 2,090,767 0 无 0 

朱安平 境内自

然人 

1.01 671,086 0 无 0 

陈劲 境内自

然人 

0.96 640,246 0 无 0 

翟珺 境内自

然人 

0.87 576,788 0 无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聚发－新股约定申购

未知 0.81 540,000 0 无 0 



(3)资金信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段佩璋与上海台勇贸易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段佩锋

系兄弟关系，段佩璋、方小琴系夫妻关系，段佩璋与许龙

系叔嫂关系、与段智瑞系叔侄关系，许龙与段智瑞系母子

关系；除上述情况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中国广告市场整体延续了 2017 年触底后的反弹趋势。根据“CTR媒介智讯”

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全媒体广告同比增长 9.3%，其中传统广告市场同比增长 7.2%，电视

广告刊例收入同比增加 9.4%，互联网广告刊例收入同比增加 5.4%。其中，电视广告增长较大与前

两年基数较低存在一定关系，而互联网广告则在流量红利下降的背景下增速明显放缓，进入平稳

发展期。与此同时，2018年上半年，中国整体经济虽然平稳增长，但消费增速明显回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出现下滑，对广告主营销预算形成一定压力。

报告期内，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并呈现以下特征： 

（一）、广告营销形式保持多元化、碎片化、创新化。互联网媒体技术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快速

发展与融合催生了愈加丰富的营销形式，搜索、社交、视频、电商、短视频以及垂直领域的广告

形式不断衍生、升级，受众的注意力被前所未有的瓜分，用户触点碎片化严重。 

（二）、营销与内容的关系愈加密切。随着新的媒介形式层出不穷，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品

牌营销在经历了传统营销、数字化营销之后，已进入以综艺栏目、影视剧、短视频、微博、微信、

资讯以及相关信息流广告等为主要载体的内容营销阶段，“内容即营销”成为品牌营销的新关键词。 

（三）、广告主有了更丰富的营销选择，客户预算在不同类别的媒体形式和营销公司之间进一



步细化分布，广告主对投放效果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在大数据精准营销日益进步和内容生产蓬勃

发展的背景下，广告主对营销公司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既希望营销公司结合最新的技术进步

和热点关注，为广告主匹配最优质的内容资源，又希望全方面整合行业资源，获得最好的投放效

果，要求在市场投入方面保持优质的性价比的同时，对媒体的形象和影响力也愈加关注。 

（四）、营销公司竞争加剧，在整个行业快速发展与变革的背景下，压力与机遇并存。一方面，

内容与渠道的逐渐融合，掌握内容与流量的媒体平台愈加强势；广告市场价格体系不断成熟和稳

定，留给营销公司的利润空间越来越低；新的行业竞争者不断加入，营销公司之间的竞争更加激

烈。另一方面，广泛的竞争中蕴含融合的趋势，随着营销技术的发展和营销媒介的日益丰富，掌

握优质内容资源的营销公司得以实践更多的创意营销方式，从而获得更好的客户粘性和更高的业

务毛利率；同时，依托优质内容资源，诸多行业客户原有的广告商服务体系有望被打破，广告营

销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上述背景下，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谨慎防范经营风险，并努力寻

求投资机会，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提升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将电视广告独家

代理业务全部调整为常规代理模式，以减少媒体市场变化带来的经营风险；进一步优化常规代理

业务和全案服务的业务占比，以更丰富、多元的服务内容增强客户粘性和谋求未来更广泛的合作

空间。报告期内，公司全案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已超过 70%。根据客户需求和媒介、市

场发展趋势，公司不断优化媒介策略和投放组合，报告期内，新媒体广告业务占主营业务的比重

已超过 50%。 

（二）、不断丰富全案服务内容、提高全案业务的服务质量。在公司“大文娱”发展战略的指

导下，在原有全案营销基础上，逐步拓展和渗透内容营销服务，稳步探索“全媒体（传统媒体+

新媒体）资源覆盖+内容营销”的全方位营销模式，依托全面的媒介渠道资源和优质的内容资源，

实现全案业务再次升级。 

（三）、加强人才培养。重点加强内容营销相关的策划、执行和业务人才的培养，为公司大力

开展内容营销业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加强内容营销资源整合。报告期内，公司与优质的内容资源提供方愚恒影业及其股东

签署增资意向协议，公司拟对愚恒影业增资。未来通过本次增资，公司将深入内容生产端，整合

产业链资源，深入发挥公司和内容生产方的业务协同效应，加强内容营销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同

时，公司也积极进行内容营销领域的客户培养、业务引导与渗透，与客户共同探索符合市场发展



前景和品牌规划的合作模式，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五）、稳步推进 2017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推进。2017 年公司实施了对长影置业 60%股

权和长影娱乐 40%股权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该项目线上、线下业务的落地

实施（长影置业和长影娱乐为长影海南“环球 100”主题乐园中“荷兰村”区域的开发、管理和

经营主体）。 

在前述背景和公司各项举措的努力下，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均有所上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财务报表的列报

项目及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政策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

和终止经营损益。 

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 42 号及 16 号 

列示持续经营损益本年金额

12,838,702.88 元；列示终止经营损

益本年金额 0.00 元。 

（2）部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

了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 42 号及 16 号 

本期无影响 

（3）部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

了相关成本费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 42 号及 16 号 

本期无影响 

（4）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 42 号及 16 号 

本期无影响 

（5）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计入资产处

置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 42 号及 16 号 

本期无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