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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9                             证券简称：金科文化                          公告编号：2018-103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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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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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文化 股票代码 30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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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璋 胡斐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平澜路

299 号浙江商会大厦 36 层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平澜路

299 号浙江商会大厦 36 层 

电话 0571-83822329 0571-83822339 

电子信箱 zwz@jinkegroup.com hufei@jink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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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874,570.86 652,118,866.33 11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3,805,895.49 204,146,391.67 17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549,414,625.11 200,814,636.75 1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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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2,097,526.45 146,832,457.27 207.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09 0.1291 117.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09 0.1291 117.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4% 4.0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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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7,023,126.07 10,728,596,047.51 1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16,896,043.68 9,419,674,898.01 -28.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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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 境内自然人 17.85% 351,900,026 347,664,476 质押 254,303,644 

金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1% 286,092,501 93,742,851 质押 284,842,842 

朱志刚 境内自然人 11.93% 235,116,907 211,131,204 质押 211,274,090 

绍兴上虞朱雀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9.89% 194,939,647 194,939,647 质押 194,893,224 

绍兴上虞艾泽

拉思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4.82% 94,979,085 94,979,085 质押 94,899,998 

绍兴上虞硅谷

科信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4.73% 93,169,959 93,169,959 质押 73,230,000 

宁波源开鼎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70% 53,274,719 0 质押 29,770,000 

方明 境内自然人 2.35% 46,273,191 25,450,256 质押 32,100,000 

深圳霖枫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 34,818,941 34,818,941 质押 34,818,941 

中信建投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杭

天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77% 34,818,941 34,818,941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志刚先生控制的企业，双方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此外的其他股东，公司未知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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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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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营销业 

2018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认真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规划，围绕年度经营工作计划，积极开展各项

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Outfit7公司100%股权收购，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并通过对内部资源、业

务的协同整合，公司移动互联网文化产业业务形成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

移动互联网文化产业内的生态布局。 

2018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取得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37,987.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60%；营

业利润64,483.3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5.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380.59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71.28%。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 

1、推进内部协同整合，形成全球化经营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规划，结合子公司汤姆猫网络、汤姆猫投资、杭州哲信及Outfit7等在市场、

客户、技术等方面具有的协同效应，重点推进多组织内部协同、纵向管控、横向集成，覆盖业务全链条，

产品全生命周期，进一步整合上市公司内部资源，发挥集团化经营优势，实现大战略指导下的一体化经营，

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的研发、发行运营及IP拓展领域的协同效应初步显现，为公司建立全球化经营打下基础。 

2、持续发力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广告分发业务 

大数据广告分发业务是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大数据广告分发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47,824.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15.07%，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34.66%。 

大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应用是互联网精准营销实现的关键。公司在移动应用的研发和运营中通过数据分

析系统建立了以数据为基础、以用户行为为导向的精细化市场营销和运营体系，公司根据现有产品的庞大

用户基数，每天可收集到约50亿条用户行为数据，公司自行研发了演进的机器学习算法，将收集到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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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和比对，优化营销渠道，及时调整市场推广工作，为运营和市场决策提供支持。通

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特征和偏好，实现精准的广告投放。同时公司根据广告主的营销需求，个性化地提供

不同的广告形式，并向移动应用用户进行投放。 

3、立足移动互联网文化产业生态链，推进“超级IP”产业链延伸 

互联网内容生态的核心是IP，公司拥有“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基于这一IP开发的移动应用全球累

计下载量已突破80亿次，用户保持持续活跃，因其拥有巨大流量使得IP具有良好的延展性，体现为在内容

基础上的跨界延展，直至产业生态链的形成。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积极推进IP产业链的延伸拓展，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

发力，建设移动互联网文化产业生态链。 

（1）移动互联网应用研发、发行运营。Outfit7主打产品“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已积累庞大的产品用

户资源，被评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Google Play应用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年初发行计划，新发行了

战斗策略类移动游戏《汤姆猫战营》、运动竞赛类移动游戏《汤姆猫摩托艇2》、休闲益智类移动游戏《汤

姆猫叠叠糕》，几款移动应用上线以来，在各国各地区应用排行榜名列前茅，收获了大量忠实用户。 

（2）IP衍生品运营。报告期内，公司衍生品开发主要通过对外授权、自行及合作开发的形式进行，

线上销售渠道主要为天猫旗舰店等电子商务渠道，线下未来将通过主题乐园和实体商店销售。目前公司授

权及官方销售渠道已有一些商品在售，取得了良好的销售反馈，后续公司将从保护及丰富IP想象，提升产

品质量入手，推出更多品类的IP衍生产品。同时公司开发的儿童娱教领域智能语音交互系统，作为软件系

统，可嵌入游戏、应用、智能玩具、智能手表等产品，提高产品的智能交互性，更好地帮助儿童丰富知识，

提升语义理解才能，增强他们的表达和互动能力。 

（3）汤姆猫主题乐园建设。公司汤姆猫主题乐园开发目前主要为中小型室内主题乐园，主要为与汤

姆猫IP相结合的线下娱乐设施，以线下情景化再现线上产品，同时作为衍生产品的渠道和家庭娱乐、亲子

互动的乐园。公司第一家汤姆猫主题乐园已在绍兴市上虞区城北时代潮城开业，开业以来好评不断。 

（4）动漫、影视制作。此前，Outfit7已根据IP“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制作了多款动画影视产品，该

等影视产品在包括优酷、YouTube等视频平台播放。通过汤姆猫系列的动画影视产品，进一步推广吸引了

用户下载和体验其开发运营的移动应用产品。报告期内，公司上线了《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第二季》动画

片，以更加丰富的剧情和生活化场景将汤姆猫家族展现在大家眼前，其中，国内在优酷视频上线以来，视

频累计播放量超过1亿次，再次体现了“超级IP”的号召力。 

（5）家庭教育产品。公司基于娱教于乐的“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通过线上移动应用内场景，线

上线下兴趣课程等进行亲子互动，建立一种新型的亲子互动教育方式，推动科技互联网与家庭教育的有效

融合。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内部业务协作，开发线上有声和线下纸质儿童绘本，在绘本中融入常识获取、

知识学习、语言环境、习惯养成、国际视野等，帮助孩童形成初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与学校教

育形成良好互补。 

4、加强研发与创新，为公司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历来注重产品、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公司拥有数十项国家专利及软件著

作权，多次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018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4,674.6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10%。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推进有效，按照年初制定的研发计划，研发完成了新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汤姆猫战营》、《汤姆猫摩托艇2》、《汤姆猫叠叠糕》等项目，上述移动应用已在各大应用商店上线，

上线后居全球大部分国家地区的下载榜前列。精细化工技术研发及其他各项研发项目也在报告期内取得了

重要的进展，各项工作分阶段逐一落实。 

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培养一流人才”的理念，坚持高标准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各部门管理

职责，引入智能设计与制造、信息化应用及开发、关键核心的技术研发、高端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的高

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为了充分调动各层次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方案，报告期内，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完成了金科文化股票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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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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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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合并报表范围变化的方式 

联合好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新增合并 公司收购 

成都佳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新增合并 公司收购 

杭州零界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新增合并 公司收购 

宁波麒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增合并 公司设立 

霍尔果斯金科汤姆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新增合并 公司设立 

PT.Funsoft Mobindo Indonesia 新增合并 公司设立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洪涛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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