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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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祥源文化 600576 万家文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衡 陈秋萍 

电话 0571-85866518 0571-85866518 

办公地址 杭州市密渡桥路1号白马大厦

12楼 

杭州市密渡桥路1号白马大厦

12楼 

电子信箱 irm@600576.com irm@60057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07,247,580.16 2,085,424,393.38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18,013,488.67 1,877,506,668.00 2.1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2,024,425.44 -37,342,893.39 / 

营业收入 345,921,749.14 315,824,586.18 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0,506,821.67 38,755,412.20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990,398.58 37,291,385.30 2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3 2.27 减少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2 0.061 1.6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2 0.061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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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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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0.90 200,305,218 0 质押 151,760,000 

西藏联尔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07 52,302,660 52,302,660 冻结 52,273,514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68 49,786,328 49,786,328 冻结 45,117,148 

杭州旗吉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6 38,614,043 38,614,043 质押 34,614,040 

北京翔运通达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5 7,459,124 7,459,124 无   

陈继红 境内自

然人 

0.43 2,800,000 0 未知   

何坤谊 境内自

然人 

0.31 1,992,120 0 未知   

谢国继 境内自

然人 

0.26 1,680,700 0 未知   

张杰 境内自

然人 

0.23 1,507,400 0 未知   

周强 境内自

然人 

0.20 1,307,94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西藏联尔、天厚地德、翔运通达为

原翔通动漫股东。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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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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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和战略规划，一方面坚持持续做大做强主

营业务，不断强化现有优质 IP 资源，力争经营业绩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在渠道优势和动漫 IP内

容优势的前提下，不断挖掘潜力，拓展泛娱乐新行业，加强资源整合协同，推进产业布局，打造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45,921,749.14 元，同比

增长 9.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506,821.67 元，同比增长 4.52%；其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4,990,398.58 元，同比增长 20.65%。 

1、全方位挖掘优质渠道，强化互联网动漫运营能力，全面提升效率及经济价值。 

作为移动互联网动漫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以动漫为核心，依托庞大的动漫资源库确立内容

优势，借助完善的发布渠道和丰富的运营经验完成渠道布局，依托“内容+渠道”的成熟业务模式，

已构建起以动漫 IP 为核心涵盖漫画、动画、游戏、授权、阅读等多元产业格局，形成各产业相

互协同、深入发展的泛娱乐生态圈。 

2018年上半年公司动漫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公司与中国移动咪咕文化及其所属各个内容基地

和合作方的合作深度和广度继续加强。截至目前，咪咕已成为国内最大、最全、最强的全场景品

牌沉浸平台，线上形成了音乐、视频、阅读、游戏及二次元五大内容领域——咪咕音乐、咪咕视

讯、咪咕数媒、咪咕互娱、咪咕动漫。翔通动漫作为咪咕业务内容和渠道的重要合作伙伴，开启

全场景品牌新营销，通过内容和平台的双重加持，全面提升品牌价值的认同感。2018年内容付费

的业务有望得到更快的发展，跟知识付费类似的还有泛娱乐内容的消费，例如视频、阅读、动漫

等也会继续增长。除重点完成咪咕动漫基地支撑方工作的同时，积极多维度拓展渠道，2018年上

半年实现 CPS 收入零突破，新增两家公司 CPA 客户端推广、新增咪咕数媒及动漫渠道推广，无线

业务实现全网覆盖，不仅仅包含中国移动、电信、联通等业务。动漫原创方面，与咪咕动漫合作

漫改大项目《超品相师》顺利完结。2018 年，与掌阅达成合作，对《绝世武魂》进行漫画改编。

《绝世武魂》是掌阅旗下签约作者、90后大神作家洛城东于掌阅平台连载的热血玄幻小说，目前



点击数亿，已有超过 390万读者点赞，近 100万忠实粉丝。 

根据中国电信前期发布公告，公众类全网彩信、WAP 增值业务、新闻早晚报、天翼快讯及天

翼 VIP专刊手机报业务将在 2018年 6 月 30日下线，停止向用户提供相关服务，无线增值业务行

业遇到挑战。随着技术革新，增值业务也需提档升级，公司将逐步调整无线板块业务，加强内容

研发和核心运营能力，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强化三四五线城市运营能力，保持公司互联网动漫

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加快阅读及教育平台建设，打造差异化、精品产品，持续提升整体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阅读及教育平台建设，不断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力度，努力打造差

异化、精品产品；不断加强品牌营销推广，深入与各市场主体合作，努力提升相关板块市场地位

和整体效益。进一步提升持续增长能力。目前，阅读板块祥阅 APP 动漫及教育模块正式上线，内

容覆盖小说、漫画及教育类图书，力争实现全方位数字阅读；心象知识平台用户过万，心理测试

板块上线，泛心理付费课程实现营收。教育板块主要是依托翔通动漫产业化集群在动漫、游戏、

影视、文旅等领域的沉淀，致力于在文化创意领域培养涉及、研发、运营等专业人才。目前已完

成线上课程平台搭建，线上与线下培训班顺利开展，课程内容涵盖企业课程嵌入式教学、20所高

校合作专业共建、专业校外实习基地、线上课程系统建设、海外高校留学等项目，通过不断打造

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致力为行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3、积极促使文旅动漫项目落地，构建专业核心团队，提升泛娱乐生态平台价值。 

积极推动动漫+文旅项目落地，实现动漫 IP 多产业联动，形成多元内容、受众面广、渠道多

样、市场叠加的变现模式，提升公司生态平台综合价值。继与祥源控股签署框架协议之后，公司

专门成立文旅动漫事业部，积极推动文旅动漫项目落地。由于文旅项目内容多样化，每一次设计

都是一次高级私人定制，需要熟悉项目旅游产品形态，为其打造专属的动漫化或去动漫化的产品，

从量身定做的卡通形象到形象与景观的显性融合或隐性融合，从独立产品的设计与实施，甚至到

相关设计产品的运营管理。报告期内，公司文旅动漫团队对祥源控股旗下齐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区、

青岛崂山景区、海南万宁新塘湾生态文化旅游区、合肥祥源花世界、阜阳生态园等多个项目进行

考察，共同规划文旅动漫结合的具体内容和落地实施方案。 

目前部分项目已正式开始实施，如齐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区、祥源花世界生态文化旅游区、祥

福瑞精品动漫主题酒店，合作内容从 IP 形象设计、酒店设计、园区 VI 系统设计到整个动漫产业

的融合设计；从“动漫+”项目整体策划、规划到全专业方案、扩初及施工图设计；以及系列文旅

动漫产品的研发和孵化，如动漫文创小镇、动漫主题酒店、动漫花园、动漫乐园、动漫衍生品店

等。以此为起点，通过各个文旅动漫样板项目的探索和打造，通过“动漫+”住、游、购、娱等核

心产品的落地，逐步提升公司在超级 IP 的打造、泛旅游娱乐文化产业链的打造、IP 元素的融合

方式、动漫旅游产品的打造、衍生品产业链的打造以及基础设施融入等各方面的竞争力，促进“动

漫+文旅”的创新融合与可持续发展。同时聚焦核心职能和业务，打造一支精英文旅团队。 

4、加强精品游戏和优质内容投入，构建内容、流量运营及用户运营三位一体的系统竞争力。 

为打造全球玩家热爱的游戏品牌，公司以产品为中心，积极研发和发行具有盈利能力的游戏

产品，加强在精品游戏和优质内容的投入，稳步提升产品能力。同时强化发行团队力量，提升渠

道分发能力，提高效果营销流量获取能力；通过海外发行和自研自发产品，提高全球化发行能力，

逐步构建精品内容、流量运营、用户运营三位一体的系统竞争力，成为全球顶尖的移动游戏开发

商与发行商。 

报告期内，公司对已上线公测的产品进行了稳定运营和推广。其中《猪来了》多次深度更新，

在港台地区做到了超过 2年的超长线运营。《剑仆契约》、《梦想江湖》等国内已上线产品，实现精

细化产品运营，国内市场《剑指江湖》、《口袋大冒险》等项目开始公测，在 2018 年下半年即将推

出《爆爆堂》、《御龙战仙》等多款新品。 

5、积极拥抱监管，加大科技金融投入，完善黄河金融网络借贷全流程管理。 



2018 年开始，针对消费金融和信贷行业现状，公司加大科技金融投入，推行“传统风控+技

术风控”、“用户准入+机构增信”的“双加加”风控模式。一方面是以传统金融的物权抵押等风控

手段，加上以科技金融的方式对“用户”进行画像和大数据交叉验证，实现“传统风控+技术风控”

的有机结合互补。另一方面除了对借款人实行严格的准入风控以外，由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等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现“用户准入+机构增信”，最大程度降低违约风

险。公司陆续开发了《众联网贷交易系统 V1.0》、《众联网络安全防御系统 V1.0》、《众联网贷银行

存管对接系统 V1.0》等 14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已获软件著作权登记），围绕网络借贷全

流程，提升数据风控能力、强化存管系统监管能力、优化黄河金融产品体验，完善黄河金融网络

借贷产品。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黄河金融”经过近五年的运营总资产达 10190.82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 74.09%；2018年上半年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约 1300万元（未经审计），实现净利润

为 680万元左右。 

黄河金融的持续稳健发展获得了政府的积极肯定，2018年上半年获批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

浙江省软件企业、杭州市拱墅区小巨人企业等称号。随着 P2P 行业监管政策的明确，黄河金融将

以互联网技术创新为主线，以“积极拥抱监管”的心态，严格按照行业办法和细则规范运作，持

续秉持“合规为先、客户为先”的理念，力争成为国家倡导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中领先的互联网

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6、围绕企业文化、激励体制、组织架构和资源整合，全方位构建高效赋能式管理模式。 

2018年上半年，公司从企业文化、激励体制、组织架构、资源整合等方面全方位构建高效赋

能式管理模式。上半年，公司继续优化组织架构、加强费用控制、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整体运

作效率。同时，进行人才盘点、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升人才效能。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储备、

激励机制，强化绩效与业绩联动，落实以业绩为导向的激励体制，激发全员的主观能动性，构建

全方位高效赋能式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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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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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