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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2                               证券简称：思美传媒                         公告编号：2020-057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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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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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美传媒 股票代码 00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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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木 周栋 

办公地址 杭州市虎玉路 41 号八卦田公园正大门内 杭州市虎玉路 41 号八卦田公园正大门内 

电话 0571-86588028 0571-86588028 

电子信箱 IR@simei.cc IR@sime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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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3,271,974.53 1,506,074,309.04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821,277.65 177,676,118.89 -7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425,491.12 162,416,789.93 -80.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18,051.80 223,143,275.77 -10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31 -77.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31 -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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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5.29%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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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8,040,762.62 4,567,548,748.12 -1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54,661,211.67 3,106,291,857.0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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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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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虬 境内自然人 21.65% 125,817,096 125,817,096 质押 125,817,096 

四川省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61% 102,337,793 0 质押 30,199,381 

思美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5% 36,926,290 0   

上海鹿捷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5% 27,606,394 5,716,999   

金元顺安基金

－浙商银行－

爱建信托－爱

建信托欣欣 15

号事务管理类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73% 21,659,778 0   

金鹰基金－浙

商银行－西藏

信托－西藏信

托－瑞新 9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72% 21,639,222 0   

昌吉州首创投

资有限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13,440,159 0   

吴红心 境内自然人 2.05% 11,920,463 0 质押 10,500,000 

马希骅 境内自然人 1.51% 8,800,000 0 质押 8,800,000 

张子钢 境内自然人 1.30% 7,570,759 2,225,2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大股东中，朱明虬先生与昌吉州首创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为一致行动人，公司

控股股东为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国资委。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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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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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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与优酷联合出品了国风中医唯美喜剧《萌医甜妻》、暗恋成长青春剧《上游》，引发

了网络热议。公司围绕内容，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品牌传播方案，雅士利成为暖情互动挑战类棚内综艺节

目《王牌对王牌第五季》指定产品，蒙牛成为音乐教育实践节目《新声请指教》首席赞助，福临门投放大

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第二季》。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327.2万元，同比增加3.13%；实现营业利润5,140.68万元，同比

减少72.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982.13万元，同比减少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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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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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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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成都思美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注1] 

新设子公司 2020/3/19 3,000,000.00 100.00% 

霍尔果斯思美影视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注2] 

新设孙公司 2020/3/25 100,000.00 100.00% 

注1：2020年3月19日，本公司投资设立了成都思美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本公

司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本公司已出资300万元。 

注2：2020年3月25日，上海观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了霍尔果斯思美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上海观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截至本财

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上海观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已出资10万元。 

 

合并范围减少： 

本集团于2020年3月11日清算并注销持股70%子公司杭州思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与持股70%子公司杭

州思美视动影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9日清算并注销浙江创识灵锐网络传媒技术有限公司持股75%的子

公司阿拉山口市创识灵锐网络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魄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阿拉山口思美

营销企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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