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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1                             证券简称：光线传媒                             公告编号：2013-029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3）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5） 

公司负责人王长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牮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6）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7）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线传媒 股票代码 30025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  牮 王丽娟 

电话 010-64516451 010-64516451 

传真 010-64516488 010-64516488 

电子信箱 ir@ewang.com ir@e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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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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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总收入（元） 467,889,288.15 278,254,170.11 6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2,844,056.10 81,455,528.26 1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9,372,221.78 71,580,529.14 13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5,615,814.06 -168,245,996.68 370.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8998 -0.7 228.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16 1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16 112.5% 

净资产收益率（%） 8.46% 4.54% 3.92%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8.29% 3.9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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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143,964.74 2,156,836,480.85 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064,762,848.75 1,988,846,130.06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0777 8.25 -50.57%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34,789.79 主要为文化创意扶持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1,320.00 主要为雅安地震捐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1,635.47  

合计 3,471,834.3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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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光线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05% 273,669,035 273,669,035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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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0 

李晓萍 境内自然人 4.31% 21,835,737 21,835,737 质押 0 

     冻结 0 

杜英莲 境内自然人 4.31% 21,835,737 21,835,737 质押 0 

     冻结 0 

李德来 境内自然人 3.59% 18,196,447 18,196,447 质押 0 

     冻结 0 

王洪田 境内自然人 1.62% 8,202,594 8,202,594 质押 0 

     冻结 0 

王牮 境内自然人 1.28% 6,468,000 6,468,000 质押 0 

     冻结 0 

包锦堂 境内自然人 0.9% 4,555,530 2,373,525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银行－景顺

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4,4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

交银施罗德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3,221,914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

景顺长城核心竞

争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2,999,950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杜英莲与上海光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长田

为夫妻关系；王牮为王长田妹妹；王洪田为王长田弟弟；王牮为上海光线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及股东。未发现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5 号）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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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788.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15%；实现营业利润22,067.1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1.55%；实现利润总额22,493.4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7,284.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19%。 

电视节目制作及广告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除继续制作《娱乐现场》、《最佳现场》、《音乐风云

榜》等几档老牌节目，更进一步加强了与央视的合作项目，其中《加油!少年派》、《是真的吗》已经在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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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播出。报告期内，公司还录制了《梦想星搭档》和真人秀节目《超级减肥王》的前期海选。此外，公司

还积极开展与卫视频道的合作，除已经在四川卫视播出的《公益中国》外，公司还制作了纪实类节目《青

春》（暂定名）。报告期内公司节目制作与广告业务实现收入7,120.53万元，收入较上年同期降低55.52%，

主要是因为公司已在央视播出的《加油!少年派》、《是真的吗》尚处于市场培育期，暂未形成收入规模，

《梦想合唱团第三季之梦想星搭档》和《超级减肥王》将于3季度播出，同时收入也将于3季度开始确认，

电视节目制作及广告收入下半年会开始恢复增长。 

演艺活动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承制了《CCTV网络春晚》、《霸王美丽行动》、《深圳南山音乐节》、

《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电视剧之夜》及《2013中国爱盛典》等活动，实现演艺活动收入3,193.92万

元，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49%。 

影视剧业务方面，电影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及发行了《午夜火车》、《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厨子戏子痞子》、《中国合伙人》、《光辉岁月》和《不二神探》，此外，确认了《人再囧途之泰囧》

在本报告期内的票房分账收入；电视剧方面，公司投资的电视剧《精忠岳飞》、《天狼星行动》（原名《杀

狼花2》）、《胜女的代价2》和《抓紧时间爱》已经取得了发行许可证。报告期内公司影视剧业务实现收

入36,474.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0.74%。 

对外投资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对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占比分别为10%和2.5%，该事项工商登记已办理完毕。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收益亏损296.58万元，主

要是因为金华长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长风”）亏损所致。2013年上半年，金华长风为了

拓展视频社区市场，加大了企业品牌和市场推广宣传；同时为了下半年业绩快速提升，加大了研发、销售、

运营人力和物力投入，使得相关支出大幅上升所致。 

募集资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严格依照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实施，并不断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传媒行业 467,889,288.15 219,093,428.27 53.17% 68.15% 32.91% 12.42% 

分产品 

栏目制作与广告 71,205,340.20 57,082,567.68 19.83% -55.52% -36.59% -23.93% 

演艺活动 31,939,156.66 14,645,943.90 54.14% 1.49% 1.28% 0.09% 

影视剧 364,744,791.29 147,364,916.69 59.6% 320.74% 144.16% 29.22% 

分地区 

东北地区 17,194,817.55 9,386,738.06 45.41% -78.71% -80.38% 4.65% 

华北地区 342,552,009.05 154,333,626.32 54.95% 264.48% 177.19% 14.19% 

华东地区 31,648,392.68 17,065,275.40 46.08% -44.71% -49.67% 5.32% 

华南地区 34,031,323.74 17,506,973.66 48.56% 39.01% 20.71% 7.8% 

华中地区 1,609,839.88 869,442.27 45.99% -71.79% -74.28% 5.23% 

西北地区 38,000.00 20,830.23 45.18% -92.41% -92.98% 4.42% 

西南地区 11,215,194.28 6,127,826.82 45.36% -26.65% -32.35% 4.6% 

海外 29,599,710.97 13,782,715.51 53.44% 9,766.57% 7,655.16%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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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1）收入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6月收入 2012年1-6月收入 同比增减（%） 

栏目制作与广告        71,205,340.20        160,092,373.32  -55.52% 

演艺活动        31,939,156.66         31,470,624.00  1.49% 

影视剧       364,744,791.29         86,691,172.79  320.74% 

合计    467,889,288.15      278,254,170.11  68.15%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68.15%，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节目制作与广告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降低55.52%，主要是因为公司已在央视播出的电视节目

尚处于市场培育期，暂未形成收入规模；此外，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电视媒体广告受到一定程度的

不利影响，广告收入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演艺活动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49%，公司承制了《霸王美丽行动》、《深圳南山音乐节》、

《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CCTV网络春晚》等活动，收入平稳增长。 

报告期内影视剧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20.74%，主要原因为公司投资及发行了6部电影，此外，确认了

《人再囧途之泰囧》在本报告期内的票房分账收入，电影的票房分账收入及版权销售收入都比上年同期有

大幅增加，同时，电视剧收入也保持稳定。 

 

2）成本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6月成本 2012年1-6月成本 同比增减（%） 

栏目制作与广告        57,082,567.68         90,024,849.26  -36.59% 

演艺活动        14,645,943.90         14,460,485.01  1.28% 

影视剧       147,364,916.69         60,355,274.16  144.16% 

合计    219,093,428.27      164,840,608.43  32.91%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32.91%，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节目制作与广告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降低36.59%，主要原因为公司栏目制作项目减少，相应

直接成本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演艺活动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1.28%，公司演艺活动成本较为平稳。 

报告期内影视剧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144.16%，主要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投资及发行了6部电影，此外，

按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了《人再囧途之泰囧》在本报告期内的成本，影视剧成本相应增加。 

 

3）费用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6月 2012年1-6月 同比增减（%） 

销售费用     7,520,699.47        5,472,886.67  37.42% 

管理费用    25,624,314.29       19,763,084.11  29.66% 

财务费用    -7,190,163.34      -12,388,887.28  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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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52,090,718.83       18,515,240.66  181.34%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7.4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办公费用、

广告费等销售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29.6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规模扩大，人工费用、办公

费用、差旅费以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1.96%，主要原因为银行定期存款减少，利息收入相应减少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81.34%，主要原因为利润总额增加，导致企业所得税增加。 

 

4）利润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6月 2012年1-6月 同比增减（%） 

营业利润 220,671,305.14 87,724,895.74 151.55% 

利润总额 224,934,774.93 99,970,768.92 1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2,844,056.10 81,455,528.26 112.19%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51.55%，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比上年同期增长112.19%，主要原因为影视剧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2）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较大项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货币资金   938,147,971.21      651,765,182.58  43.94% 

预付款项   287,374,972.22      430,203,647.50  -33.20% 

应收利息     3,687,899.81        2,148,826.96  71.62% 

存货   234,781,056.12      132,325,230.11  77.43% 

长期股权投资   262,202,385.99      152,668,204.88  71.75% 

无形资产     2,141,843.73          641,981.00  233.63% 

其他非流动资产              -         50,000,000.00  -100.00% 

应付账款   364,106,990.75      101,849,854.49  257.49% 

预收款项         9,730.00          354,000.00  -97.25% 

应付职工薪酬       598,724.17        2,662,106.41  -77.51% 

应交税费    27,398,533.46       57,811,171.70  -52.61% 

其他非流动负债       457,553.16          770,472.95  -40.61% 

股本         506,352,000.00          241,120,000.00  11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784,976.56         -305,639.15  -156.83% 

 

货币资金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增加43.9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影视剧收入回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减少33.2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预付的影视剧投资款转入存货所致。 

应收利息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增加71.62%，主要原因为定期和7天通知存款利息尚未到期，应收利息

增加所致。 

存货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增加77.43%，主要原因是预付的影视剧投资款转入存货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增加71.75%，主要原因为对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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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增加233.63%，主要原因为购买微软软件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减少100%，主要原因为预付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

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应付账款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增加257.49%，主要原因为应付电影票房分账款增加所致。 

预收帐款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减少97.25%，主要原因是公司预收款转为主营业务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减少77.51%，主要原因是发放应付职工的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减少52.61%，主要原因是缴纳去年企业所得税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减少40.61%，主要原因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余额减少所

致。 

股本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增加110%，主要原因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本报告期末较去年末减少156.83%，主要原因为汇率变动对报表折算的影响所致。 

 

（3）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6月 2012年1-6月 同比增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94,091,688.37      252,266,552.36  254.4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44,019,014.23       33,369,855.28  31.91% 

支付的各项税费    94,765,810.65       36,767,869.81  157.7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663,926.76       72,555,268.96  -7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5,615,814.06 -168,245,996.68 370.8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293,910.07        6,465,485.00  59.21% 

投资支付的现金    62,500,000.00                 -    1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793,910.07 -6,452,685.00 -1028.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48,000.00 -104,677,060.21 7.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6,382,788.63 -279,352,241.61 202.5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54.42%，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影视剧

项目回款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1.9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人工费

用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57.74%，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72.9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支付的往

来款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70.8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影视剧项

目回款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9.21%，主要原因是公

司本报告期购买数字演播中心设备及微软软件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原因为对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本报告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028.12%，主要原因是

公司本报告期对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02.52%，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影视剧项目

回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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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3年下半年预计制作或播出的节目如下： 

序号 播出类型 电视节目名称 节目类型 播出渠道 

1 周播 超级减肥王之瘦身男女 综艺类 央视二套 

2 季播 青春（暂定名） 纪实类 卫视 

3 梦想合唱团第三季 

之梦想星搭档 

慈善类 央视一套 

4 梦想合唱团第四季 慈善类 央视一套 

超级减肥王 真人秀 央视二套 

5 加油!少年派之梦想盛典 少儿真人秀 央视一套 

此外，报告期至本报告公告日，公司正在与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龙沐湾项目推广展开广泛合作，由公司负责龙沐湾项目的整合营销推广。根据

初步合作意向，公司预计取得超过一亿元的龙沐湾项目推广费用。 

 

2013年下半年计划承制的演艺活动有《开学第一课》、《360游戏盛典》、《国剧盛典》、《蒙牛年

会》、《超级星主播》及《百度沸点》等。 

因部分项目还在洽谈中，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承制的演艺活动公司会在定期报告中公告。 

 

2013年下半年预计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为： 

序号 电 视 剧 名 称

（暂定名） 

预计取得发行

许可证时间 

合作方 合作方式 制作进度 主要演职员 

1 红酒俏佳人 2013年3季度 欢瑞世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 已制作完毕 导演：张孝正，主

演：邱泽、余诗曼 

2 少年神探狄仁

杰 

2013年4季度 欢瑞世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 已制作完毕 导演：林峰，主演：

黄宗泽、戚薇 

3 四十九日（小

说《金陵十三

钗》改编 

2013年4季度 北京世纪伙伴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投资 制作中 导演：张黎；主演：

张嘉译、黄志中、

小宋佳、胡歌  

4 少年四大名捕 2013年4季度 欢瑞世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 制作中 导演：梁胜权；主

演：张翰、何晟铭、

张钧宁 

5 月供 2013年4季度 东阳盟将威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 

投资 已制作完成 导演：管虎,主演：

郭京飞、陈赫 

6 古剑奇谭 2013年4季度 欢瑞世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 制作中 导演：梁胜权、黄

俊文,编剧：邵思

涵,主演：杨幂、

李易峰、郑爽 

7 乱世书香 2013年4季度 北京春天融和影

视文化有限责任

公司 

投资 制作中 导演:杨磊,主演：

吴秀波、陶虹、姜

武 

8 我的宝贝 2013年4季度 北京光彩世纪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 

投资 制作中 导演：徐纪周,编

剧：裴文、陆江,

主演：佟大为、姚

笛、刘天佐、徐翠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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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个女青年 2013年4季度 东阳盟将威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 

投资 制作中 制片人、监制：高

群书,导演：潘镜

承,主演：张歆艺、

蒋欣、童瑶 

 

 

2013年下半年预计投资制作的电视剧有《秀丽江山》，合作方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导演

阚卫平，监制高希希，主演林心如等。 

 

2013年下半年预计上映的电影情况： 

年度经营计划中下半年上映的《赛尔号3战神联盟》已经于7月12日上映，《四大名捕2》及《四大名

捕3》预计下半年上映，具体日期待定。另有几部下半年上映的电影，公司正在与合作方洽谈，确定之后

公司会在后续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2013年下半年制作的电影有： 

 

序号 电影名称 合作方式 开机时间 

（预计） 

主要演职员 

1 同桌的妳 投资及发行 2013年7月 导演郭帆 

主演周冬雨、林更新 

 

2 分手大师 投资及发行 2013年下半年 导演邓超、俞白眉 

3 盗墓笔记 投资及发行 2013年下半年或

2014年上半年 

待定 

4 诛仙 投资及发行 2013年下半年或

2014年上半年 

待定 

5 巴啦啦小魔仙2 投资及发行 2013年下半年  

6 我的情敌是超人 投资及发行 2013年下半年 监制柴智屏、九把刀 

主演柯震东、林依晨 

注：未开拍或洽谈中的电影项目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并在定期报告中公告。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本报告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本期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了孙公司天津夜线影业有限公司，投资比例

为100%，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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