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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1                           证券简称：光线传媒                           公告编号：2018-076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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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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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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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线传媒 股票代码 3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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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俊 徐楠楠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1 号院 3 号楼 3 层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1 号院 3 号楼 3 层 

电话 010-64516451 010-64516451 

电子信箱 ir@ewang.com ir@e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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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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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934,418.51 1,029,274,626.90 -2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7,136,830.07 400,555,009.45 42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25,981,158.92 364,458,104.24 -3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196,373.81 248,524,277.55 -172.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14 4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14 4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5% 5.61%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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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9,542,932.80 11,884,462,717.67 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37,971,501.30 8,419,612,719.55 14.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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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光线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06% 1,292,661,896 0 质押 608,923,840 

杭州阿里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8% 257,638,314 0   

北京三快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0% 176,016,506 0   

杜英莲 境内自然人 3.87% 113,545,832 0   

李晓萍 境内自然人 3.79% 111,143,432 83,357,574   

李德来 境内自然人 2.99% 87,621,524 70,966,143   

王牮 境内自然人 1.15% 33,633,600 25,225,200   

王洪田 境内自然人 1.05% 30,800,64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消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17,576,91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0% 14,80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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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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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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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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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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光线传

媒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光线 01 112411 2016 年 07 月 08 日 2019 年 07 月 08 日 100,000 3.50% 

北京光线传

媒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光线 01 112605 2017 年 10 月 26 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100,000 5.3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23.38% 28.86% -5.4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6.56 34.5 1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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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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广播电影电视业 

报告期内，电影行业延续了2017年整体向好的趋势，国产电影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18年6月30日，电影总票房320.31

亿元，同比增长17.82%；总观影人次9.01亿，同比增长15.34%；国产影片票房189.65亿元，同比增长80.1%。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健康发展，影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比往年均有提高。尽管囿于影视公司所固有的单个项目表现

的差异化特性，以及因确认部分被投资公司的投资收益所带来的影响，公司的扣非后利润有所下降，但公司整体向好，各业

务板块均按照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正常运营和拓展。 

（1）电影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发行并计入本报告期票房的影片共九部，总票房为48.40亿元（不含服务费），其中：报告

期内上映了《熊出没·变形记》《唐人街探案2》《大世界》《英雄本色2018》《金钱世界》《超时空同居》《动物世界》七

部影片，2017年上映并有部分票房结转到本报告期的影片两部，包括《圣诞奇妙公司》《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2）动漫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出品、发行了2部动画电影，包括《熊出没·变形记》《大世界》。《熊出没·变形记》取得了《熊出没》

系列电影迄今为止的最高票房；《大世界》获得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入围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同时公司有其他多个重量级动漫电影项目处于制作中，有望在明后年上映。 

（3）电视剧（含网剧）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电视剧（含网剧）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公司确认了《新笑傲江湖》《爱国者》的电视剧发行

收入。由知名IP改编的《我在未来等你》《八分钟的温暖》《无法直视》，均已拍摄完毕，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同时还有多

个项目在筹备、推进中。 

（4）产业投资业务 

公司在内容行业多年的投资布局不仅一直以来为公司的业务发展提供可靠的助力和支持，也逐渐开始为公司提供可观的

财务回报。其中，公司在报告期内出售了持有的新丽传媒的全部股份，同时公司与新丽传媒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

仍将在主营业务领域与新丽传媒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公司投资了蓝白红影业及大千阳光等，将继续有效整合内容行

业的上下游资源、完善产业布局。 

（5）艺人经纪及内容相关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签约了一批优质艺人，公司的电影、电视剧（网剧）如《悲伤逆流成河》《我在未来等你》《八分

钟的温暖》《无法直视》等项目均主要采用公司签约艺人，一方面显著降低项目成本，另一方面为艺人的培养提供了平台和

空间，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电影、电视剧业务与艺人经纪业务的互利共赢。同时，公司还签约了一批优秀的编剧和导演，

部分人员已加入到公司已有项目的编剧和制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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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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了上海红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本公司二级子公司光线（霍尔果斯）现场娱乐有限公司新设立子公司全线实景娱乐扬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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