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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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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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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71-86588028 0571-86588028 

电话 0571-86588028 0571-86588028 

电子信箱 IR@simei.cc IR@simei.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思美传媒是一家综合性的文化传媒集团，为客户提供品牌管理、全国媒体策划及代理、广告创意设计、娱乐内容营销、

公关推广活动、户外媒体运营、数字营销等全方位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公司还布局了影视内容的制作与发行、数字阅读及版

权运营及服务、短视频、信息流和社交电商，打通了“IP源头+内容制作+营销宣发”的营销与内容的全产业链。 

在此基础上，公司继续大力推进基于数据科技的营销智能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营销业务，以技术、数据、内容为关键

抓手，依托公司的全产业链优势，构建品效结合的营销服务体系，快速响应客户品效合一的需求，为各行业头部客户提供智

能营销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及时把握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行业机遇以及国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政策红利，成功在成都成立思美传媒数字媒体全国中心（四川八方腾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了年度重点项目的顺利

落地。借助四川旅投集团的平台和资源优势，八方腾泰以成都为中心，快速布局数字业务，目前发展势头良好。 

公司继续聚焦汽车行业公关、体验营销、内容营销领域，为汽车行业客户提供整合营销服务以及行业解决方案，不断推

进汽车营销业务的深入整合，最终实现品效协同，升级汽车行业数字营销模式。2021年9月，由思美传媒旗下策研团队、求

新团队、以及全资子公司智海扬涛三个团队为基础整合成立汽车营销服务事业群。思美传媒将凭借丰富的汽车行业营销经验、

整合集团内部资源和团队服务能力、打通汽车全链路营销服务体系，进一步做大做强汽车板块业务，推动思美逐步向数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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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业务的转型与升级。 

公司继续在创新业务板块进行探索，围绕内容和文化，开拓影视内容整合变现、网络小说IP改编、游戏信息流投放、

MCN直播电商等新的业务领域，探索产业升级新模式，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公司的主要业务类型有营销服务、影视内容、数字版权运营及服务等。 

1.营销服务业务 

公司营销服务业务包括电视、互联网、户外、广播、报纸、杂志等全媒体策划及代理，综艺节目及影视剧宣发，品牌管

理与广告创意等。 

2.影视内容业务 

公司影视内容业务包括电视剧的策划、制作和发行，电影制作发行以及影视内容的相关服务。 

3.数字版权运营及服务 

公司数字版权运营及服务业务包括数字阅读和音频运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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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951,804,103.94 2,746,908,354.57 7.46% 4,567,548,74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71,047,683.21 1,950,424,912.09 1.06% 3,106,291,857.0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450,594,971.62 3,960,546,274.78 12.37% 2,997,003,82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339,545.82 -1,154,130,611.72 105.14% 46,430,47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025,434.86 -1,189,228,562.84 102.44% -107,875,91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532,007.70 -76,886,352.54 242.46% 650,509,74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1 -2.0427 105.00% 0.08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1 -2.0427 105.00% 0.08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0% -45.63% 48.63% 1.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42,293,036.90 1,317,154,020.26 1,253,519,902.05 837,628,0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89,772.22 21,107,837.95 16,887,669.72 8,854,26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67,772.11 15,172,196.39 10,097,703.21 -2,812,23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143,130.07 -174,191,239.78 45,887,241.01 362,979,136.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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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19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60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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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省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99% 174,302,626 0 质押 87,151,313 

朱明虬  境内自然人 9.27% 53,852,263 0 质押 53,852,263 

深圳悟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悟空蓝海源

饶 14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7% 15,500,000 0   

陈巍  境内自然人 2.47% 14,344,500 0   

焦嫚  境内自然人 1.46% 8,488,425 0   

周丹  境内自然人 1.24% 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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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 5,618,022 0   

严俊杰  境内自然人 0.93% 5,400,000 0   

沈璐  境内自然人 0.93% 5,4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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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 4,239,97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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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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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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