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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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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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瑞传播 600880 四川电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苟军 王薇 

电话 028-87651183 028-62560962 

办公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

瑞·创意成都”大厦A座23楼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

瑞·创意成都”大厦A座23楼 

电子信箱 goujun@b-ray.com.cn wangwei@b-r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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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472,429.89 3,243,887,481.00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95,707,163.41 2,864,927,605.9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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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13,368.44 34,258,180.97 -241.03 



营业收入 171,853,248.09 171,682,430.76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54,663.07 37,784,908.35 -1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93,182.57 32,520,276.67 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1.35 减少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营业总收入 196,443,751.71 192,606,498.63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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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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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7 255,519,676 0 无 0 

成都传媒集团 国有法人 11.56 126,425,137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3 28,713,165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6,853,900 0 未知   

温丽霞 未知 1.24 13,554,297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7 8,409,410 0 未知   

吴斌 未知 0.69 7,534,812 0 未知   

张素芬 未知 0.56 6,120,000 0 未知   

汪林冰 未知 0.46 4,978,762 0 未知   

深圳市旭能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35 3,8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2019年 3月 7日，公司原第二大股东成都新闻宾馆已将

持有的国有股份通过无偿划转方式过户至成都传媒集团，成都

新闻宾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成都传媒集团通过股权控制博

瑞投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成都传媒集团与成都博瑞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

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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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博瑞传播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主动作为、化危为机，全力以赴抓好投资并购和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实现总收

入 19644 万元，同比增加 384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4720 万元，同比增加 857 万元；实现净利润

3364 万元，同比减少 636 万元，剔除捐赠和免租的影响，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资产负债率 7.33%，

同比减少 1.63 个百分点。 

(一)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谋划同部署，存量经营业务在逆境中保持稳定 

一是危中寻机，设立“抗疫应急贷”，博瑞小贷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上升。上半年，受疫情影

响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博瑞小贷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和担当，创新产品模式设立“抗疫应急

贷”，已发放 10 余笔专项贷款，积极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同时，通过持续优化、升级现有信

贷产品，稳住客户规模；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清收手段，积极推进存量逾期贷款清收并取得显著

成效。报告期内，博瑞小贷实现营业总收入2459.05万元，同比增加359.29万元；实现净利润2132.91

万元，同比增加 994.66 万元。 

二是教育板块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停课不停学，线上教育广受好评。报告期内，教育公司和

学校全力做好校园疫情防控，积极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的号召，组织教师展开网络教学，受

到家长和学生的广泛好评。受疫情导致校园停课及培训业务全面暂停的影响，教育板块营收均出

现不同程度下滑。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5661.72 万元，同比减少 539.08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60.97

万元，同比减少 933.58 万元。 

三是广告板块逐步成功化解遗留问题，业务拓展取得新成效。上半年公司广告业务一方面调

整经营思路，确保经营整体稳定，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加强经营风控评估，通过化

解遗留问题，提增当期利润。报告期内，广告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5652.73 万元，同比增加 1727.50

万元；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特别是武汉银福的户外广告业务受阻，故广告板块整体仅实现净利润

341.91 万元，同比减少 165.66 万元。 

四是楼宇租赁业务多措并举，租户结构稳定，经营状况持续向好。上半年，麦迪亚置业多方

式多渠道进行宣传营销，取得积极成效。楼宇出租率达到 84.3%，实现营业收入 2102.86 万元，同

比增加 226.49 万元；实现净利润 421.89 万元，同比增加 86.42 万元。 

五是游戏业务竞争加剧，经营形势严峻。报告期内，漫游谷新游戏《七雄争霸 H5》、《石器大

陆》等陆续开服公测，版本内容和用户体验提升明显，同时梦工厂多款小游戏研发进展稳步推进

中。但受疫情期间头部游戏流量虹吸效应影响，公司在营游戏流水下降，加之版号审批进度延缓，

公司游戏业务未获得重点游戏业绩补充，研发费用持续投入，最终导致经营不及预期。上半年，

游戏业务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3844.12 万元，同比减少了 1015.16 万元；共实现净利润-873.19 万元，

同比增加亏损 596.48 万元。 

(二)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源聚集优势，加快推进重大并购项目落地 



上半年，博瑞传播按照“打造成都文创新经济重要资本平台”的战略定位，深耕现代传媒、

潮流文创、智慧教育等领域，积极开展项目并购工作。 

一是启动对西南地区教育信息化龙头企业的并购工作。为切实推动博瑞传播教育产业向信息

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夯实主业，报告期内，公司与西南地区教育信息化龙头企业——四川生学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框架协议》，拟现金方式收购其 60%股权，推动公司教育产业向教育信息化、

5G+智慧教育、5G+新基建、大数据个性化教育方向拓展，延伸公司教育产业的链条及宽度，显著

提升业务规模与盈利能力。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相关尽调及审计评估工作已基本完成。 

二是拟联合中数图，搭建创新的文化数字资源交易生态系统。公司与中国数字图书馆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共同打造“立足成都、拓展北京，服务全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交易平台，

逐步导入数字图书、期刊、视频等优质资源，搭建创新的文化数字资源交易生态系统，促进数字

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合理流动，服务全国文创新经济发展。目前，合作标的及各项工作正在研判

和推进中。 

三是联合知名投资人设立文创基金，为文创产业发展夯基蓄势。报告期内，公司联合上海荣

正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了成都博瑞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将组建成都博瑞利保文化产

业基金（有限合伙），投资文化消费、影视、体育、科技、教育等泛文娱、新消费领域。截至本报

告出具之日，基金管理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设立，双方股东完成管理公司首期 30%实缴出资，后

续基金备案等工作正有序推进之中。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坚持党建工作同经营生产工作同谋划同部署 

一是体现国企担当，捐赠 800 万元支持疫情防控。 

作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做好自身防控工作的同时，公司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使命

和责任担当，主动捐赠 800 万元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其中向武汉市捐款人民币 400

万元，用于疫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捐赠 400 万元联合四川省教育基金会发起设立“博瑞

传播师生抗疫关爱基金”用于为川内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学生及教师提供资助及为

川内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校提供防疫物资采购资金。 

二是全面完成董监高换届工作，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监

事会的换届工作。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将切实履行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职责，确

保决策、执行及监督机构职能独立、定位准确、运行规范，以有效治理助推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建工作同经营生产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公司自 2019 年全面成立

党委以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党建工作要点、纪检监察工作要点，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全

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精神和要求。 

四是继续加强内控建设，并对重点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和摸排。公司不断总结优化首席内控官

的职能职责，促使首席内控官真正能对涉及子公司经营状况中的重要事项提出合理内控管理建议，

切实帮助子公司提能促效并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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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施

已经公司

九届董事

会第五十

三次会议

 

详见“注 1”。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审议通过 

注 1：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  

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 2020 年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报表项目金额进行

调整。执行该准则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2）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2019 年 12 月 31 日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预收账款 88,610,625.83 
预收账款 299,250.04 

合同负债 87,950,507.52 

应交税费 12,103,780.96 应交税费 12,464,6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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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