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624

证券简称：完美环球

公告编号：2015-093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磊股份

股票代码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完美环球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2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闫新广

钱婷娜

电话

010-57806688

010-57806688

传真

010-57805227

010-57805227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pwpic.com

zhengquanbu@pwpi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后

调整后

247,677,059.01

211,531,554.92

207,814,000.54

1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661,885.39

-16,531,975.77

40,191,118.26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981,797.24

-17,093,342.69

33,248,727.61

-45.92%

-93,978,417.53

-17,947,774.10

-169,965,321.22

-44.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0.14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0.14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3.32%

6.55%

-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调整前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后

调整后

2,245,568,370.32

806,188,203.82

1,646,492,153.52

36.39%

775,914,982.76

481,031,715.93

755,669,932.37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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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2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25.06%

122,224,703

122,224,703

天津广济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12.53%

61,112,351

54,606,788

天津分享星光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9.14%

44,562,431

39,818,648

陈连庆

7.39%

36,036,613

天津嘉冠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7.16%

陈根财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42,040,000

0

质押

10,200,000

34,902,944

31,187,438

质押

32,780,000

6.92%

33,750,000

33,750,000

质押

19,000,000

浙江创新产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3.66%

17,837,852

15,938,968

杭州凯泰成长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2.74%

13,362,289

11,939,840

杭州凯泰创新投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

11,140,608

9,954,662

姚锦海

1.73%

8,437,500

8,437,500

质押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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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曾映雪担任天津广济的普通合伙人，同时是天津嘉冠的有限合伙人，因此，天
津广济与天津嘉冠存在关联关系。2. 杭州凯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凯泰成长的普
通合伙人，同时是凯泰创新的有限合伙人；徐永红担任浙江创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创新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派代表，同时担任凯泰成长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杭州凯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派代表与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凯泰创新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杭州凯泰长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派代表与法定代表人，因此浙江
创新、凯泰成长与凯泰创新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3. 陈连庆为陈根财
的父亲，陈根财为姚锦海的舅舅。4.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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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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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5 年 0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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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 2015 年 3 月 1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控制权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 年 0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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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宇峰

变更日期

2015 年 03 月 13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 2015 年 3 月 1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控制权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 年 03 月 16 日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大众消费观念升级，产业链趋于完善，互联网在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中的
优化和集成作用日益凸显，国内影视行业呈现出更多“新思路、新内容、新渠道”。
在公司业务领域，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电视剧业务，大力发展电影业务，积极试水综艺栏目业务，适时发展艺人经纪、
商务植入及其他业务，逐步完善公司产业链条。
在资本运作领域，公司紧抓市场机遇，投资拟在香港上市的富创传媒，设立影视投资基金，公布非公开发行预案，通
过资本运作，充实公司在综艺栏目、商务广告、海内外影视剧投资等领域的综合实力。
在人才储备和员工激励方面，配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扩大电影发行团队和内容制作团队；通过股票期权和员工持股
计划，激励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8亿元，同比增长19.18%；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966万元，同比下降1.32%。
报告期内，公司遵循在2014年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公司经营计划开展工作：
（1）在电视剧业务方面
在电视剧投资制作方面，公司积极拓展投资各种题材的作品，并按照2015年的计划，延续精品电视剧路线，投资拍摄
完成了《神犬小七》、《大秧歌》、《我为儿孙做北漂》、《心如铁》、《飞虎队》、《幸福二次方》、《灵魂摆渡2》等
电视剧，其中《灵魂摆渡2》为定制网剧。上述电视剧将在下半年集中为公司带来较好的回报。
（2）在电影业务方面
在2015年上半年发行上映了《咱们结婚吧》、《分歧者2》等电影作品，并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收入。
（3）在综艺栏目方面
在2015年上半年投资制作了大型推理竞技户外综艺电视节目《极限挑战》，该综艺栏目在东方卫视播出，取得了较高
的收视率。
（4）在艺人经纪方面
结合公司影视剧的制作能力和资源，充分培养公司艺人，增加人才储备，使得公司艺人不断的成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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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7月5日，北京希世纪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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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影视”）将其持有的55%股权以830万元出资转让给穆晓穗。同日，完美影视和穆晓穗就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在北京希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偿还所借完美影视运营资金借款、穆晓穗向完美影视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等条件全部
实现后，完美影视向穆晓穗转让所持北京希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双方签署的补充协
议，同意受让方由穆晓穗变更为上海聚星影视文化工作室。截止2015年6月5日，协议里约定的转让条件全部达成，北京希
世纪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至此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内。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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