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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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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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秀 600556 ST慧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悦 李红静 

电话 010-86227749 010-8622774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

号院D座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

号院D座 

电子信箱 ir@inmyshow.com ir@inmysh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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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406,980.06 1,987,742,624.74 -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73,142,818.93 963,454,541.69 11.3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898,453.85 -72,433,904.06 28.35 

营业收入 1,320,207,038.18 795,264,010.64 6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566,750.09 96,458,033.82 4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1,135,958.84 94,461,622.44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20 8.41 增加4.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07 0.0700 15.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07 0.0700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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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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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ShowWorld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

人 

19.79 332,615,750 332,615,750 无   

WB Onli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

人 

8.79 147,726,614 147,726,614 无   

青岛利兹利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57 127,186,438 127,186,438 无   

深圳庥隆金实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7 100,387,904 100,387,904 无   

嘉兴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2 99,501,207 99,501,207 无   

厦门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2 99,501,207 99,501,207 无   

青岛永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68 95,510,860 95,510,860 无   



澄迈新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57 93,543,291 93,543,291 无   

杭州长潘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2 65,905,768 65,905,768 无   

海南金慧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4 59,479,942 59,479,94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浪集团与李檬于 2017年 12月 15日签署了《关于

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新浪集

团与李檬互为一致行动人，因此，WB Online、ShowWorld 

HK、永盟、利兹利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另外，嘉兴腾元

与厦门赛富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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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紧紧围绕战略目标和年度经营计划，在公司管理层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

业务稳健发展。公司 2020 年 1-6 月共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3.20 亿元，同比增长 66.0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36 亿元，同比增长 40.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1.51 亿元, 同比增长 60.00%。 

报告期内公司择机申报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议案。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



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议案。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2020 年 8 月 10 日，公

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非公

开发行将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增强长期竞争力，有效推动战略转型计划；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提升盈利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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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应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并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编制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公司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和通知的颁布或修订，本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

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的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且已经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

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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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共收到 425 宗投资人以证券虚假陈述为由，主张投资差

额损失赔偿的案件。对其中尚在审理中的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尚不明确，根据代理该等案件的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分析报告》初步判断：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就该等案件预计需赔偿的金额分别为 3,416.96 万元及 3,126.52 万元。 

  对于该等事项，公司前控股股东深圳市瑞莱嘉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莱嘉誉”）

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出具《承诺函》、2018 年 12 月 13 日出具《有关承诺函的补充说明》，对上

市公司在顾国平、鲜言控制期间发生的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未经上市公司

审批程序、披露程序提供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违规给股东、顾国平及其关联公司、鲜



言及其关联公司的担保，及其他或有负债，造成上市公司损失的，瑞莱嘉誉承诺由其承担全部责

任，该项承诺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12 日。 

 基于上述说明，由于本公司判断对投资人的赔偿款预计能够全额向瑞莱嘉誉追偿，故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确认相关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该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故进行前期差错更正，按相关诉讼赔偿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

数确认预计负债，并按预计能够从瑞莱嘉誉得到的赔偿款确认或有资产（其他流动资产）。 

 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2019 年度公司

母公司及合并层面其他流动资产同时调增 34,169,572.57 元，预计负债同时调增 34,169,572.57 元；

对本公司 2020 年 1-3 月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2020 年 1-3 月公司母公司及合并层面其他流

动资产同时调增 31,265,168.80 元，预计负债同时调增 31,265,168.80 元。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