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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7         证券简称：帝龙文化           公告编号：2017-054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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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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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龙文化 股票代码 0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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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红 胡宇霆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1958 号 

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

路 1958 号 

电话 057163818733 057163818733 

电子信箱 dsh@dilong.cc dsh@di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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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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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177,895,962.46 603,655,463.23 9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236,230.75 108,351,444.29 8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9,428,266.19 105,819,821.06 88.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981,303.85 8,882,217.46 -448.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9 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9 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 6.86%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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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2,351,486.22 4,987,496,606.03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01,205,773.98 4,584,632,585.90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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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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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海峰 境内自然人 15.32% 130,436,363 130,436,363 质押 40,000,000 

浙江帝龙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50% 97,900,000  质押 14,700,000 

爱新觉罗肇珊 境内自然人 6.65% 56,632,323  质押 40,000,000 

姜飞雄 境内自然人 4.34% 36,984,600 27,738,450   

天津紫田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6% 36,298,863 34,386,363 质押 34,386,363 

杭州哲信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7% 29,535,353 29,535,353   

姜祖功 境内自然人 3.45% 29,400,000 14,700,000   

苏州聚力互盈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1% 28,195,959 28,195,959 质押 28,190,000 

姜筱雯 境内自然人 3.05% 26,000,000    

姜超阳 境内自然人 3.05% 2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姜飞雄、姜祖功、姜筱雯、

姜超阳及公司股东姜丽琴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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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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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完成重组之后的帝龙文化围绕移动游戏研发与发行及广告推广和

中高端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两大主业积极开展工作，确保传统业务收入实现稳定增

长的同时，以产品研发为核心，完善、拓展产品线体系，优化团队建设，为实现

泛娱乐文化布局奠定基础。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及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 117,789.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5.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423.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8.49%，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24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6.32%。公司营业收入及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本期

公司总体经营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实现营收稳定增长。（2）全资子公司美

生元经营业绩从 2016年 5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上年同期对比基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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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业务经营概况如下： 

移动游戏及广告推广业务方面，美生元围绕移动单机游戏、移动网络游戏和

移动广告等各板块制订的经营计划推进各项工作：单机游戏业务在做好传统联营

平台及前向付费模式基础上，重点研发精品游戏由运营商咪咕互娱独家代理，以

内容提供商的方式与咪咕互娱进行合作，并尝试新增后向广告变现模式。网游业

务在去年已经作了优质 IP的储备，报告期内重点开展新品研发工作，2017年 6月，

网游《CAT-SAGA》在港澳台进行首发，因项目调试等进度原因，尚有部分原计划

在报告期内上线的新产品延迟至第三季度上线。随着与客户合作关系的巩固及加

深，移动广告业务市场份额进一步得到提升。在此基础上，美生元继续通过获取

筹备优质影视节目版权、参于电视剧拍摄等进行影游联动的布局。 

装饰贴面材料业务方面，报告期内，面对原材料涨价、子公司实施煤改气工

程等经营压力，公司不断强化提升管理水平，向销售要收入、向管理要效益，千

方百计挖潜降本；大力推进“质量年”建设活动，完善体系建设，强化过程控制，

提升产品质量；健全客户信息渠道和管理体系，提高对客户的服务质量，加强既

有客户的粘性；继续加大产品和工艺技术自主创新和开发，鼓励员工进行技术创

新探索与实验，大力推广原创精品设计，引领市场潮流，提升产品竞争力，保证

市场占有率；去产能，去库存，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砍掉包袱，完成关停氧化

铝产品收尾工作。报告期内，装饰贴面材料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仍实现9.25%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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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2017年 5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规定，作了会计政策变更,详见公司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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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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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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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报告期内实施完成了内部重组，下属廊坊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帝

龙新材料（临沂）有限公司、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永孚新材料有限公

司、海宁帝龙永孚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变更为帝龙新材料的全资子公司。 

2、美生元于报告期内设立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晶石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墨龙影业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齐思妙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

报告期内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齐思妙想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3、美生元于报告期内清算了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掌中帛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飞雄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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