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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9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8-080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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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文化 股票代码 00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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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丹峰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省级高新技术园区内（南岩）  

电话 0575-86226885  

电子信箱 office@chinaris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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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126,963.65 350,971,113.48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749,005.35 94,611,129.60 2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0,960,749.59 50,818,543.10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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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416,213.58 -7,546,614.67 -92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2.72%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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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5,518,205.03 4,587,891,731.98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97,255,475.39 3,484,851,136.60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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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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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76% 343,450,800 0 质押 269,390,600 

赵小强 境内自然人 20.62% 187,587,162 150,250,371 质押 147,107,187 

新昌县宏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5% 53,222,400 0 质押 45,000,000 

上海圭蔓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3% 40,325,373 0 质押 35,952,021 

徐建刚 境内自然人 2.26% 20,574,462 0 质押 20,574,462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

长安投资 974

号（浙银资本）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9% 17,212,500 0   

杭州宏德盛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8% 16,200,000 16,200,000 质押 16,200,00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

长安信托－长

安信托·美盛文

化（载初）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49% 13,510,127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7% 13,381,469 0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鑫

金十五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43% 13,039,1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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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赵小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为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新昌县宏盛投资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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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55,126,963.6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749,005.3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23%。  

公司报告期销售费用本期12,228,035.93元，较上年同期数减少35.26%，主要是推广费用减少所致；财务费用14,021,989.92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319.20%，主要是借款利息增加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77,416,213.58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925.84%，主要是支付衍生品货款增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82,701,952.3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4.02%，主

要是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2,284,391.67元，较去年同期减少41.22%，主要是短期借

款减少所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558,999,185.88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312.71%，主要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增

加所致。 

 

二、报告期内经营情况介绍 

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密围绕年度发展战略规划，顶住来自国内外经济形势压力，不断完善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使

得营业收入、净利润保持增长势头。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5,512.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749,005.35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增强对优质IP的发现和获取 

近年来，以IP为核心，横跨动漫、游戏、文学、影视、周边产品的泛娱乐产品逐渐增多，优质IP成为泛娱乐产业中维持

用户黏性的纽带，以IP为核心的泛娱乐布局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IP成为了文化产业的热词，影视、游戏、视频网

站等对热门IP的抢夺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一方面公司不断发展丰富原创IP库存。今年1月公司打造的3D动画网剧《妖神记》

第二季火热来袭；3月，美盛爱彼原创电竞题材漫画《竞魂》登陆多家主流漫画平台进行全网发布，与漫迷们见面。4月，由

美盛文化联合出品，同道大叔监制的网剧星座啪啪啪系列第二季《防水逆联盟》在爱奇艺独家上线，本剧入围第八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第二届网影盛典“年度十佳网络剧”；另一方面，公司与顶级IP方进行深层次的合作开发。今年6月，《超人总动员2》

强势回归，公司与JAKKS合作开发销售《超人总动员2》系列衍生产品，再现完美经典。5月，美盛二次元与《帝王攻略》

动画、《斗罗大陆》动画、《神契幻奇谭》动画、《末日曙光》《魔道祖师》等优质IP方进行合作，开发正版衍生服饰。 

2、完善平台部署增强变现能力 

公司将整合现有不同类型的平台资源，打破各自隔膜，让不同类型的平台联动起来，发挥整体效益。建立一个互通、资

源共享极具竞争力的整体IP变现平台，多维度不同层次将公司自有优质IP以及合作方的优质IP传输给消费者。目前公司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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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打造新媒体平台。新媒体具有个性化突出、受众选择性增多、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发布实时等新特点，具有交互性、全息

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优势，此外正在积极部署海外衍生品销售渠道。17年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盛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和认

购JAKKS增发的股票，合计持有JAKKS19.50%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今年公司意向进一步加大对JAKKS Pacific,Inc.

的投资，对 JAKKS 的股权比例和投票权比例将增加至 51%， 同时获得与股权比例相对应的董事会席位。公司借助JAKK

优质资源，补足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3、加强整合，促进一体化优势发挥 

在初步实现了全产业链布局后，公司未来将着力加强整合工作。公司一方面将在内部管理方面全面提升以适应未来集团

化运作的要求，另一方面加强对各控股子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和一体化方向指导，提升对公司及各子公司资源的利用效率，为

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创造良好条件。 

4、加速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综合性文化产业平台 

    公司通过投资和并购初步形成了泛娱乐业务体系，公司未来将在现有产业链版图基础上，根据产业发展动态和公司业务

发展情况，继续实行转型升级和产业一体化战略，充分整合上下游资源，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全面提升盈利模式和盈利水

平。并且对各并购标的公司的业务进行整合，加强业务协同，减少重复投资，降低运营成本，将公司前期业务整合成有机整

体，实现协同效应。增强公司文化生态圈中对IP资源的筛选、培育以及全产业链开发和运营能力，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建立内

容、用户和品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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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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