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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9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公告编号：2019-053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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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音控股 股票代码 0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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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海龙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17 号德胜尚

城 D 座 
 

电话 010-58300807  

电子信箱 ir@chinatelli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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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2,983,740.36 19,906,137,274.41 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67,665.11 7,234,277.87 7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688,503.68 5,598,053.29 162.39%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8,103,544.35 1,095,384,353.55 -70.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0.2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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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6,052,125.14 12,708,336,019.55 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04,398,268.00 2,488,355,857.55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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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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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0% 195,032,514 1,500,000   

深圳市天富锦

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69% 100,473,933 100,473,933 质押 100,473,933 

中国华建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72% 90,445,984  质押 22,500,000 

北京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32% 86,300,019    

深圳市鼎鹏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51,861,663  质押 51,789,998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56% 26,565,500    

马海军 境内自然人 2.02% 21,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8% 18,425,806    

阳光资管－工

商银行－阳光

资产－积极配

置 3 号资产管

理产品 

其他 1.20% 12,486,776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5% 6,719,4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上午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除上述一致行动关系外，公司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发现其他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1、股东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500,000 股，通过信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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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7,945,984 股，实际合计持有 90,445,984 股。2、股东马海军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000,000 股。3、股东陈夏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5,887,809 股，实际合计持有 5,887,80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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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呈现总体放缓态势。主要经济体后续增长动能不足,地缘政治不

确定性加大,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对全球产业链的有效布局造成严重干扰,世界经济增

长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019年，公司继续聚焦产业互联网战略，坚持以手机分销为核心，以彩票业务为重点，

以建设“一网一平台”为抓手，逐步形成“1+N”战略布局和“重点业务海外发展布局”的发展策

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102,983,740.3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0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67,665.1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5.11%。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一）手机分销业务  

公司手机分销业务规模逐步扩大，客户合作持续深化，丰富渠道资源和强大整合能力的

优势开始显现。在苹果业务方面，公司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与华为的国内业

务不断稳步发展，海外业务也在快速拓展，目前在阿联酋、肯尼亚、巴拿马等国的相关业务

顺利开始运营并不断推进。同时，公司和一加手机国内业务的合作也顺利开展。公司将持续

关注5G手机的最新动态，为下半年5G手机上线做好准备。 

公司继续加大布局新零售业务，依托于四大手机品牌强势引流，采用多业务模式赋能零

售客户，整合了丰富的产品品类，通过二手机销售业务、运营商增值服务业务等零售升级服

务，形成了自营+平台模式，集品牌、增值服务赋能，会员经营管理、线上线下OTO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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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服务平台。目前新零售平台上已经聚集超过600个品类，未来平台上会聚集更多的产品，

形成“1+N”的产业互联网格局。 

（二）彩票业务 

公司国内业务稳中有进，海外市场迅速开拓。在国内，公司积极支持客户业务的开展和

创新，同时积极开展面向彩民的市场营销和彩票服务业务。公司上半年顺利完成了国内2个省

份的系统升级。在海外，公司引入了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逐步搭建国际业务团队。而

在研发方面，公司为应对彩票社会化渠道销售的发展趋势，重点研发了系列化的渠道终端设

备，包括面向移动销售场景的手持机、面向兼营零售店的桌面终端、面向站外的自助售彩终

端产品以及面向大厅的多种终端产品。 

（三）移动互联业务  

欧朋通过聚焦内容和自媒体建设，完善自身商业化体系以及改善经营成本。移动广告业

务发展稳定，媒体覆盖和变现效果有明显提升。同时自媒体产品用户保持增长，活跃用户数

量有所提升。塔读文学重点打磨产品、孵化内容。在产品上，建立多维度数据标签库，用户

可以自定义兴趣标签，将基于兴趣推荐及人工推荐的方式，实现用户兴趣点的精准匹配。在

内容孵化上，塔读文学依托于平台流量规模与近百家渠道合作，并将内容向影视、游戏、有

声读物改编等领域进行IP输送。 

（四）移动转售业务  

公司移动转售业务稳定发展，目前是首批少数几家同时具备三个制式移动转售正式商用

牌照的企业之一。公司与中国大型领先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基础运营商也达成增值业务合作，

为该业务建立成熟稳定的运营平台。 

（五）白酒业务  

章贡酒业通过一系列营销策略的实施，实现了深耕市场、转型升级的目标，在江西白酒

市场处于领先地位。通过战略主销产品等一系列市场活动的推出，以及坚持开展公益扶贫、

助学、行业协会交流、党建学习等一系列社会活动，章贡品牌的知名度在持续提升。中高档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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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计量》 

董事会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

变更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17,901,146.61 -417,901,146.6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17,901,146.61            417,901,146.61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8,500,000.00           208,500,000.00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8,500,000.00          208,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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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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天音通信（香港）有限公司 新设 -251,379.03 

西藏天畅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 -83.16 

四川天蓉和通信有限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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