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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3                  证券简称：慈文传媒                  公告编号：2019-048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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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文传媒 股票代码 00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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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明 罗士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南皋路 129 号塑三文

化创意产业园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948 号白金湾广场

1703 室 

电话 010-84409922 021-33623250 

电子信箱 yanming@ciwen.tv luoshiming@ciwen.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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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967,949.41 757,541,659.46 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992,604.17 193,055,391.56 -5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2,489,790.31 189,135,295.31 -5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486,968.08 -7,803,558.60 1,1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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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41 -56.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41 -5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1% 7.05%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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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6,964,397.53 3,250,351,177.12 -2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1,036,523.59 1,476,078,424.61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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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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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5% 71,004,945 0   

马中骏 境内自然人 13.72% 65,169,026 65,169,026 质押 35,122,052 

中山证券－招商银行－中山证券启晨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38% 20,817,843 0   

沈云平 境内自然人 1.79% 8,513,677 0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 8,502,770 0   

胡丹 境内自然人 1.64% 7,805,422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60% 7,589,24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9% 5,673,780 0   

无锡市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8% 3,717,472 0   

陈露 境内自然人 0.77% 3,671,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章投资和马中骏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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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2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控股权转让进展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江西省人民政府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2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控股权转让进展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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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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影视行业调整仍在持续，行业在政策调控及市场竞争的双重驱动下聚焦于内容和品质，

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朝着量减质升、健康有序的方向高质量发展。在行业经历调整完成新一轮的洗牌之后，

内容题材类型储备丰富、精品内容打造能力突出、资金实力强大的影视公司将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赢得

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红利。 

报告期内，慈文传媒在行业调整期内积极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引进新的控股股东华章投资，推进企

业组织架构、管理体制、团队建设、激励机制、资源协同以及资金配套等方面的规划及调整，通过“战略

合作、管理赋能、创新融合”等举措提升经营活力。主动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推进多类型、差异化

的项目研发和孵化，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内容的持续创新力，从而保持影视业务的稳定推进，并储备

了题材丰富多元的生产资源，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公司坚持以影视内容开发运营为核心，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持续打造网台联动的头部剧

和精品原创剧；一方面与各大视频网站深度联动合作，加大对网络剧、网剧电影的投入，积极拓展付费视

频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出品的电视剧《风暴舞》与相关平台签订了首轮发行协议的补充协议，确认了相

关平台的首轮发行收入；此外，《等等啊我的青春》、《特勤精英之生死救援》、《特勤精英之逃出生天》、

《谁动了我的运气》等网络剧、网络电影实现播出并确认了收入。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有4部120集网络剧和4部网络电影先后上线播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剧目名称 项目类型 首播日期 播出平台 

1 大唐魔盗团 网络剧，24集 2019-02-20 腾讯视频 

2 等等啊，我的青春 网络剧，24集 2019-03-19 优酷 

3 暗黑者3 网络剧，24集 2019-03-28 腾讯视频 

4 特勤精英之生死救援 网络电影 2019-04-06 腾讯视频 

5 特勤精英之逃出生天 网络电影 2019-04-13 腾讯视频 

6 谁动了我的运气 网络电影 2019-05-14 腾讯视频 

7 爵迹之临界天下 网络剧，48集 2019-05-27 爱奇艺 

8 恰好遇见你 网络电影 2019-07-14 腾讯视频 

其中，《特勤精英之生死救援》、《特勤精英之逃出生天》消防影视作品的播出，推进了“特勤精英”

品牌的塑造，公司致力于将该品牌塑造成为中国消防影视第一IP。近日，为落实广电总局“视听中国——2019

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播映计划”，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公司2017年出品的大型消防励志青春电视剧《特勤精

英》被重庆文化委带到南美，与智利、秘鲁两国文化部门展开了影视交流活动，进一步向世界展现了中国

消防官兵“平民英雄”的形象和励志向上的青春故事，也展现了慈文传媒“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东方审美，面

向世界表达”的影视创作理念。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头部大剧的多轮发行。《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5月5日起在深圳卫视黄金

档播出，5月11日起在四川卫视黄金档播出。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投拍的影视剧有1部在拍摄中，有1部已完成制作，有6部在后期制作中，部

分剧目预计年内将陆续播出。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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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剧名 项目类型 题材 暂定集数 生产进度 
合作方/ 

播出平台 

1 乘风少年 网台剧 青春励志 34 拍摄中 咪咕视讯 

2 光荣时代 网台剧 反特刑侦 30 后期制作中 
天马映像 

影业等 

3 
盗墓笔记重启 

之极海听雷 
网络剧 年代传奇 72 后期制作中 优酷 

4 
时空迷失2018 

（《杨凌传》番外篇） 
网络剧 当代科幻 6 已完成制作 优酷 

5 鼠王 网络电影 冒险、动作 / 后期制作中 爱奇艺 

6 大地震 网络电影 现实、灾难 / 后期制作中 爱奇艺 

7 麒麟幻镇 网络电影 玄幻、爱情 / 后期制作中 爱奇艺 

8 
风暴舞之破局者 

（《风暴舞》番外篇） 
网络电影 当代都市 / 后期制作中 爱奇艺 

其中，《光荣时代》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8-2022百部重点电视剧选题片单（第二批）》和《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荐播出参考剧目名单》。 

2、公司积极拓展内容领域，布局偶像经济，打造慈文泛娱乐平台，报告期内，公司与东方卫视、腾

讯音娱集团合作出品的一档大型综艺节目《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奇》实现收入确认；并与公司现有的影视

剧、艺人经纪、IP运营等业务协同互动，推进泛娱乐全产业链闭环发展，塑造公司年轻化的品牌形象。 

公司与中国移动咪咕视讯联手制作的电视剧《乘风少年》，展现一群训练生“热血乘风”、追梦青春的

故事。其中一部分演员，就是从综艺节目《下一站传奇》中走出来的优胜者；还有一部分演员，是慈文经

纪公司的签约艺人。目前，该剧在紧张拍摄中。 

3、公司游戏业务受版号限制等政策层面影响延续，上半年业绩同比下滑。公司旗下游戏子公司赞成

科技为应对市场变化，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在保持一定的自研游戏开发的同时，努力提升流量运营能力，

加强网游运营体系建设，与移动运营商开展更深度和广泛的合作，以期推动休闲游戏积累的大量流量资源

逐步变现，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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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全文第十节 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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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卫东 

2019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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