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633

公司简称：浙数文化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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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浙数文化

董事会秘书
梁楠
0571-85311338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浙报产业大厦27楼
zdm@600633.cn

股票代码
600633

变更前股票简称
浙报传媒

证券事务代表
岑斌
0571-85311338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浙报产业大厦27楼
zdm@600633.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48,050,677.93
7,582,114,1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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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上年度末
末增减(%)
9,319,543,829.21
-7.21
6,473,628,443.76
1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19,861,212.72
857,166,194.37
1,319,493,189.67

-43,404,194.11
1,481,970,220.46
304,997,845.6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不适用
-42.16
332.62

125,990,349.67

207,128,660.33

-39.17

18.66
1.0135
1.0135

6.97
0.2567
0.2567

增加11.69个百分点
294.82
294.8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9,93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国有法人

46.32

602,992,068

11,655,012

新洲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6.44

83,887,70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未知

2.7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未知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名称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无

0

0

未知

/

35,088,782

0

未知

/

2.12

27,582,005

0

未知

/

未知

1.83

23,834,502

23,834,502

未知

/

上海白猫（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18,061,122

0

未知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

17,934,700

0

未知

/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富 13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35

17,540,792

17,540,792

未知

/

安信基金－浦发银行－广东粤财信
托－粤财信托·菁英 106 期单一资
金信托

未知

1.07

13,986,013

13,986,013

未知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0.92

12,000,175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报控股”）以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 A 股股票为标的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请已获证监会审核批准，并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标的股票的担保及信托登记，将持有的本公司 19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 A 股股票，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59%，划入“浙报控股-浙商证券-17 浙报 EB 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截至 8 月 22 日，浙报控
股已顺利完成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详见公司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上海
证券报》发布的临 2017-091《关于控股股东拟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
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的公告》
、临 2017-096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完成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的
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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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2017 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发展保持平稳。一系列政策红利的释放将新闻传媒行业融合改
革带入深水区，但传统媒体经营下行压力犹在；同时，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变化仍在不断加快，竞
争也日趋激烈，但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数字娱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有望迎来井喷
时代。
上市以来，基于对行业态势的准确把握和自有优势资源的充分发挥，公司业务经营始终保持
较高盈利水平，且主要利润来自于互联网业务，上市公司的营收和利润结构已经实现优化，基本
实现互联网化转型的战略目标。但是，公司在数字文化领域抢得发展先机的基础上，面对当前政
策和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急需进一步破局提升。因此，公司在一季度新闻传媒、数字娱乐、智
慧服务、文化产业投资“3+1”产业平台经营形势平稳的基础上，大胆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启动并
成功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将旗下新闻传媒类资产 21 家一级子公司出售给控股股东浙报控
股。这次重组，是公司积极响应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落实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立足资本市场，进一步集中
资金和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聚焦新兴产业战略，全面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并实现公司二
次飞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并经浙江省财政厅备案的标的公司评估报告，本
次重组的交易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199,671 万元。在剥离新闻传媒类资产后，公司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并获得充足的流动资金，以“建设国内领先的互联网数字文化产业集团”为目标，全面发展
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文化产业，重点聚焦以优质 IP 为核心的数字娱乐产业、数字体育产业、“四位
一体”的大数据产业等三大板块，同时着力发展电商服务、艺术品服务等具备先发优势的文化产业
服务和文化产业投资业务，公司整体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以提升，进一步提升运行机制活力
和市场化竞争能力，有效实现了业务的转型升级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数字娱乐事业群、数字体育事业群、大数据事业群等三大事业群，统筹
规划相关产业资源。其中，数字娱乐事业群以杭州边锋为核心，根据国内游戏行业发展趋势，进
一步加大对移动端游戏市场的投入，杭州边锋以优势项目棋牌游戏为突破口，全力推进移动端区
域性下沉拓展收效明显；同时稳步推进对外部优质项目的投资，有效拓展了省外市场，盈利能力
保持较高水平。数字体育事业群进一步加强战旗直播发展建设，同时依托上海浩方的成熟赛事平
台及上海华奥等参股公司的优质电竞资源，大力推动公司在游戏电竞领域的业务发展，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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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磅赛事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带动全产业链绿色健康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充分利用去年顺利完成定向增发积累的资本优势，依托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加速推动公司
大数据事业群发展，目前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大数据产业基金均已进入深化运营阶段，富春云
互联网数据中心及大数据产业园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投资和经营业务，围绕公司转型
重点布局拓展，不断为公司累积优质资源。
2017 年上半年度，公司对市场进行了精准判断并做充分准备，在重组转型后迅速找准突破口
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各项经营情况均正常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剥离新闻传媒类资产后经营
业务范围缩减，半年度营业收入 85,716.62 万元，同比下降 42.16%。同时，本次资产出售影响公
司当期净利润 117,429.35 万元，公司半年度利润总额 136,929.20 万元，同比增长 267.2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949.32 万元，同比增长 332.62%；基本每股收益 1.0135 元，同比增
长 294.82%。
报告期内，作为党报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始终牢记自身根本属性，在大力发展各项业务的
同时非常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机结合，
切实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责。公司党委会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和人事决策的同时,
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与公司各级领导和负责人分别签署责任书,并从组织架构设置、强化理论
学习等方面持续加强和细化党的建设。
2017 年开年，公司着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确定了 21 项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
进一步细化分解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开展实施了对上市公司领导班子及下属部门、子公司负
责人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平安建设责任书的签订工作，力求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
监督严格。
公司重组完成后，党委成员迅速明确了分工并建立健全了下属各级党组织关系，对党支部进
行了重新划分，确立了综合管理、大数据事业群、数字娱乐事业群、数字体育事业群、淘宝天下
等五个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了各项党建工作的持续推进。
报告期内，在公司党委指导下，公司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公司严格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制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计划，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两《准则》
、三《条例》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激励党员
干部勇于开拓进取、勇于攻坚克难。同时，继续利用“微吹风”等七个基层党建“微平台”项目，发
挥公司自身优势，探索新的党建工作模式，利用互联网等手段树立鲜明宣传导向，进一步提升公
司创业动力、创新活力、创造实力。
（2）公司主要产业板块发展情况
①数字娱乐事业群
报告期内，国内游戏市场发展冷热不均，但整体市场进一步向移动端游戏倾斜，出现了现象
级的流量吸引产品。具体到细分领域，棋牌类游戏因具有碎片化特性且覆盖人群年龄层次宽泛，
受现象级手游大作影响冲击较小，但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且用户快速向移动端转移，各大棋牌类
游戏公司均开始大力拓展移动端创新模式。公司以杭州边锋为核心，持续优化全产业链数字娱乐
平台。杭州边锋在保持 PC 棋牌业务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全力拓展移动端市场，进一步加速移动化、
社交化进程。报告期内，杭州边锋大力开拓地方移动端棋牌游戏市场，并首先在省内推出了《杭
麻圈》
、
《丽水茶苑》等十余款地方性的移动端棋牌游戏，截至目前杭州边锋移动端棋牌游戏产品
正在深度覆盖浙江全省，在省内部分地市关键指标均取得突破，报告期内用户数、营业收入增长
明显；同时稳步推进投资并购，通过投资乐玩、收购深圳市天天爱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等一系
列操作，杭州边锋移动端游戏产品布局已扩大到全国十余个省份，盈利能力持续提高。上半年杭
州边锋开发手游《侠客风云传》入选 2017 年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报告期内，杭州边锋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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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统游戏整体保持稳定，盈利能力仍保持较高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以东方星空数娱为主体进一步探索 IP 资源滚动开发业务，通过联合投资出品
网络剧试水行业市场，储备并开发《海昏侯》等一批项目，其中《异能者》项目入选 2017 年新闻
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西湖 IP 大会继去年成功召开后今年将进一步升级，目前已进入筹备阶段，
将为公司在行业内带来更大影响力并集聚一批优质资源。
②数字体育事业群
报告期内，国内直播行业经过一阵爆发式增长后逐渐进入了自然调整阶段，今年上半年国内
各大直播平台均出现不同程度用户下降。另一方面，来自监管层面的重拳连发，也给整个直播行
业进行了再次降温，并对后续发展带来更大考验。公司旗下以战旗直播为主体的数字体育平台一
直秉承绿色健康发展，监管层面趋严趋紧将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战略机遇。报告期内，战旗直播继
续聚焦电竞游戏直播这一细分领域，专注于游戏电竞领域的直播业务并坚持绿色健康发展，同时
大力发展“LyingMan”
、“旗咖秀”等一批重点自制节目，在国内排名靠前的几大直播平台中，拥
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且运营情况相对良好。目前，战旗直播筹备的“LANSTORY”大型线下项目取
得业界极大关注，有望打造一个顶级 IP 项目。上海浩方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游戏对战平台，传
统业务积淀了一批稳定用户，赛事平台、VR 平台、棋类对战平台等新业务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合作开办的“棋王争霸赛”不断强化平台建设、品牌宣
发，有效扩大了自身影响力，自今年上半年开赛至本报告披露日，累计报名数超 23 万，完成对局
数超 300 万次，各项指标均超去年同期。
报告期内，事业群内部正积极打通各个环节，并依托内外部优质赛事资源，通过对 ZEG、ZUEL
等电竞赛事进行线上线下一体化滚动开发服务，探索有效协同模式。
③大数据事业群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去年顺利完成的第二次定向增发所积累的资本优势，进一步明确了“四
位一体”大数据产业生态圈协同发展目标，产业链建设进一步提速。
位于浙江桐乡乌镇的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是浙江省内经省政府批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
个大数据交易平台，平台不断加强对交易产品开发、数据确权模式的探索，目前已积累了浙江电
信、浙江联通、华数传媒、海康威视、绿城等会员 200 余家,并围绕核心会员提升数据加工服务能
力，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在国内首推数据确权平台引起业内关
注；位于杭州富阳的富春云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推进顺利，数据中心建筑工程按期结顶，项目首
期年内可完成交付投产；乌镇“梧桐树+”大数据产业园确定了一期开发规划方案，建设招标工作
已进入筹备阶段；总额 10 亿元的大数据产业基金已对若干优质标的进行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受浙江省政府委托，围绕“最多跑一次”等重大民生工程，切实做好对
浙江政务服务网技术、运营等方面支撑工作。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浙江政务服务网 PC 版本已覆盖
浙江全省五级行政体系，移动端推出全新 APP4.0 版本，平台累计用户 1000 余万，日均流量超 1000
万人次。
报告期内，公司与义乌市人民政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共同探索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进一步应用，同时大力推进与地方政府在数据项目上的合
作，开发可复制的全新商业模式；公司与阿里云签订《加快推进云计算服务框架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云计算领域开展合作，提升双方云计算业务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目前公司重点加强对“媒
体云”
、
“医疗云”
、
“政务云”等行业云的发展建设并取得一定突破。
④文化产业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经过重组，精准聚焦发展电商服务、艺术品服务等具备先发优势的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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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务。淘宝天下不断推进业务创新，优化产品，提升服务，专注推进包含新媒体运营、培训、
文娱、数据营销、金麦奖等在内的业务发展，积极构建电商生态服务集群。美术拍卖公司股权变
更完成后，迅速厘清发展思路，二季度营收增长良好。未来将在浙数文化资本运作能力和中国美
院独一无二的学术指引下，重点发展艺术品拍卖、美术教育和艺术品衍生服务等业务，各板块在
独立的同时又相互联动支撑。
⑤文化产业投资
报告期内，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的发展战略，公司投资板块积极开展对现有投资项
目梳理，并正着力寻找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契合的优质标的进行新一轮布局。公司参与设立
创新工场浙数文化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致力于人工智能产业方向 C 轮及以后的项目投资，基
金目标认缴金额 40 亿元，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5 亿元，将有利于实现较好的投资回报，并
对公司主业投资布局产生协同和引领作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开始执行，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12 日之间新增的
政府补助根据前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公司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
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7,522,909.06 元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的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实际列报无实际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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