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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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半年度报告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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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影视 股票代码 3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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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兰天 王婷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16 号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16 号 

电话 010 58549091 010 56075455 

电子信箱 lilamtin@tangde.com.cn wangtingting@tangd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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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1,117,952.67 266,171,414.13 1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075,091.81 56,668,768.63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1,701,120.27 45,804,778.72 1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4,101,310.11 -312,559,439.57 -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6% 6.32%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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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4,953,594.62 2,534,933,260.47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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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6,243,438.07 1,034,893,582.22 4.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9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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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宏亮 境内自然人 37.04% 148,167,590 148,167,590 质押 103,330,000 

赵健 境内自然人 8.01% 32,021,980 32,021,980 质押 13,000,000 

北京睿石成长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5% 27,000,180  质押 19,800,000 

李钊 境内自然人 6.12% 24,487,400 24,487,400 质押 15,310,000 

刘朝晨 境内自然人 2.15% 8,584,025    

北京翔乐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8,347,403  质押 2,297,500 

张哲 境内自然人 1.88% 7,534,585 7,534,585 质押 2,723,700 

王大庆 境内自然人 1.88% 7,534,585 7,534,585 质押 6,410,000 

北京鼎石源泉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6,900,170 6,900,170   

范冰冰 境内自然人 1.61% 6,449,605 6,449,6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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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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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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精品影视剧制作，持续加强IP储备，并始终以开放进取和服务创意的心态与业内专业人才达成多种

形式的合作，深化已有合作伙伴关系，吸引新的合作伙伴，专注内容制作，并不断向着建设综合型影视文化产业集团的战略

目标迈进。在巩固电视剧制作和发行核心业务优势，以及电影业务由投资、协助推广向作为执行制片方全程参与策划、制作

延伸的基础上，公司进军电视栏目领域，以“管理输出+参与投资”的模式布局电影院线领域，拓展海外发行业务，不断完

善产业布局，并取得实质性突破。 
（1）业务综述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111.80万元，同比增长16.89%；营业利润6,568.43万元，同比增长26.39%；利润总额

7,441.80万元，同比增长12.15%；净利润6,075.51万元，同比增长8.6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007.51万元，同比

增长6.01%。 
报告期内，公司各主要业务板块的进展情况如下： 
电视剧业务方面，公司本期实现收入28,758.85万元，主要来源于电视剧《花儿与远方》、《计中计》、《亲爱的，好久

不见》等电视播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转让收入。该等中小成本电视剧作品制作精良，实现了较高的发行收入和毛利。公司

作为执行制片方投资拍摄的电视剧作品中，《花儿与远方》、《计中计》取得发行许可证，并均于当期实现销售；截至报告

期末，本期重点项目《赢天下》、《战时我们正年少》分别处于拍摄和后期制作阶段。公司参与投资的电视剧作品中，《那

年花开月正圆》目前已取得发行许可证，《蔓蔓青萝》、《急诊科医生》、《正阳门下2》、《老漂》、《一见不倾心》等已

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本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投资、制作的主要电视剧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作品名称 题材 暂定

集数 角色 进度 发行许可证编号 

1 《花儿与远方》 近代其它 50 执行制片方 发行阶段 （京）剧审字（2017）第 013 号 
2 《计中计》 近代革命 45 执行制片方 发行阶段 （京）剧审字（2017）第 026 号 
3 《亲爱的，好久不见》 当代都市 40 非执行制片方 发行阶段 （湘）剧审字（2016）第 003 号 
4 《赢天下》 古代传奇 70 执行制片方 拍摄中  
5 《战时我们正年少》 近代革命 48 执行制片方 后期制作中  
6 《那年花开月正圆》 近代传奇 75 非执行制片方 发行阶段 （陕）剧审字（2017）第 004 号 
7 《蔓蔓青萝》 古代传奇 55 非执行制片方 后期制作中  
8 《急诊科医生》 当代都市 43 非执行制片方 后期制作中  
9 《正阳门下 2》 当代都市 45 非执行制片方 后期制作中  

10 《老漂》 当代都市 36 非执行制片方 后期制作中  
11 《一见不倾心》 当代都市 45 非执行制片方 后期制作中  

电影业务方面，公司本期实现收入449.59万元，主要来源于电影《天空之眼》、《生门》协助推广业务收入。公司参与

投资的《喜欢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已于本期上映。 
此外，公司积极筹备新一季《中国好声音》的各项前期工作，包括完成相关人才招募工作，与Talpa方面沟通创意、制

作方案，与潜在合作方深入交流等；继续以“管理输出为主、参与投资为辅”的模式布局电影院线领域，在深耕精品内容制

作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渠道资源，在传统电影院线以观影为主要目的、票房分账收入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基础上创新业务模式、

优化服务体验，建设具有唐德特色的精品电影院线。 
（2）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积极完善影视文化全产业链的布局，公司持续以与业内专业人才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深化已有合作伙伴合作关系，

吸引新的合作伙伴，集聚和整合业内资源，持续巩固在国内电视剧行业中的领先优势，提升在本土电影产业中的竞争力。本

期对外投资主要包括：1、与上海其咕隆咚影视文化工作室（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上海愚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70%；

2、全资子公司唐德传媒公司与王志飞先生共同投资设立上海咖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60%；3、与黄洪女士共同投

资设立北京世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60%；4、以增资方式投资贾晓虎先生、黄瑞女士持有的上海伟盛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持股51%；5、全资子公司唐德国际公司受让取得安威集团有限公司（Onway Holdings Limited）100%股权；6、与合一

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都艳女士共同设立七维动力（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7.50%；7、以增资方式投资北

京雅迪传媒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千骊影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8、以增资方式投资孙凡先生、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奇禧电影制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0%；9、以增资方式投资马明先生、林凡敏先生、陶志刚先生持有

的北京赏心悦目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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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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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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共新增7家子公司，其中：因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新增上海伟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哈尔

滨国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安威集团有限公司3家子公司，因新设等原因新增北京世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愚人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上海咖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喀什伟盛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4家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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