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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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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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录百纳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29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倩

梁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 号院 A7-2

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 号院 A7-2

电话

010-56842366

010-56842366

电子信箱

hbndsh@hlbn.cc

hbndsh@hlb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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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25,678,184.94

874,765,983.59

-6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765,071.42

64,512,743.11

-51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2,320,165.58

63,080,777.21

-452.44%

453,756,890.08

-130,231,460.88

448.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8

0.079

-515.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8

0.079

-515.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1.01%

-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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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6,777,574,271.99

7,234,068,146.34

-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32,058,434.34

6,398,822,179.79

-4.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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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投资控股集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01,936,941

49,576,000

37,182,000

5.33%

43,342,005

34,632,164 质押

43,290,000

宁波普罗非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5.00%

40,623,059

深圳市蓝火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3.73%

30,288,759

12,115,504 质押

30,000,000

李慧珍

2.69%

21,841,122

12,742,694 质押

21,414,407

苏州谦益投资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2.07%

16,804,978

博时基金－招商
银行－博时基金
其他
－三新跃升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75%

14,177,694

胡杰

1.54%

12,530,507

12.55%

101,936,941

中国华录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7.95%

64,590,028

25,992,439

刘德宏

境内自然人

6.10%

胡刚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4,177,694

4,972,203 质押

11,700,000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普罗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胡刚、胡杰、
李慧珍为一致行动人。刘德宏与苏州谦益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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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8 年 05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
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4）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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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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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2018 年 05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
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4）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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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广播电影电视业
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567.8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2.77%；利润总额-27,581.0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435.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676.5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13.51%。报告期内，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过
往剧目的海外以及二轮发行、湖南卫视2018年《春节联欢会》及《元宵喜乐会》的内容营销、以及各大卫视的硬广项目投放
等。
本期业绩变动较大主要系：（1）综艺栏目《小镇故事》招商收入低于预期，综艺栏目《跨界歌王》（第三季）参与方
式改变，综艺栏目项下收入大幅减少。同时，为控制经营风险、加快应收账款周转，公司暂缓与部分经营出现不稳定迹象的
商业客户的综艺及内容营销服务，内容营销收入大幅下滑。（2）综艺栏目《小镇故事》招商收入低于预期，导致当期大幅
经营亏损，同时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对客户明星衣橱项下对应的三家公司即：黑潮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万象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我的范有限公司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影响当期利润总额3,288.10万元（注：明星衣橱项下三家公司前期已计提50%坏账
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2018年5月28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公司的142,560,000
股股份的相关过户工作已经完成，公司控股股东由华录文化变更为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6月19日，公司召开2017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相关控股股东变更、实际控
制人变更、董监高的变更工作在二季度末已基本完成。
在综合考虑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影视综艺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目前运营管理现状后，公司拟在下半年及后续的经营
工作中（1）积极进行公司存量业务梳理、业务流程改善及业务模式调整，推进业务升级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短期波动。
（2）全面重构客户资信评级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加大应收账款催收，统筹客户账期管理，对后续业务的开展强化经营性
现金流入考核目标。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从事广播电影电视业务》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前五名的影视作品有综艺节目《极速前进》（第四季）、《谢谢啦！崔大夫》、《小镇故
事》，电视剧《我不是精英》、《我的青春遇见你》，合计收入金额8,467.69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26.11%。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制作的电视剧《我的青春遇见你》在湖南卫视金鹰剧场播出，《不负时光》、《猎魔杀机》处于后
期制作中，《天才管家》、《隐战》进入拍摄阶段，《建国大业》、《灿烂的你》、《火车头》、《旁观者》等优质项目正
在积极筹备。公司原创人文综艺《小镇故事》于江苏卫视播出，公司参与商务执行的经典音乐综艺《跨界歌王》（第三季）
于北京卫视播出，公司参与策划、承制的网络综艺《谢谢啦！崔大夫》在腾讯视频上线，《国片大首映》（第二季）、《旋
风孝子》（第二季）等原创项目仍在筹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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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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