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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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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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信东方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08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赵东

苏竞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德服商务大厦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德服商务大厦
A座6楼
A座6楼

电话

0311-86130089

0311-86130089

电子信箱

office@hxgro.com

office@hxg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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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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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97,583,811.43

184,187,910.54

201,390,376.07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316,137.93

4,739,174.21

10,354,166.85

49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170,881.49

3,799,180.67

3,768,158.45

382.22%

-13,204,003.61

17,467,644.14

-36,037,201.25

63.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1

0.03

3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1

0.03

3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1%

0.60%

0.97%

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274,789,126.78

1,278,503,016.11

1,278,503,016.11

7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1,929,275.06

1,134,973,880.92

1,134,973,880.92

91.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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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宪民

境内自然人

28.23%

145,272,966

108,954,724 质押

79,740,000

王冰

境内自然人

7.05%

36,278,366

36,278,366 质押

22,200,000

裴军

境内自然人

3.63%

18,670,810

14,003,10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泰久
其他
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

17,826,086

17,826,086

厦门荣信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3.26%

16,776,123

16,776,123 质押

沈阳政利投资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2.77%

14,255,167

14,255,167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东岦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企业（有限合伙）

2.74%

14,112,615

14,112,615

金鹰基金－工商
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星 其他
辰 50 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2.39%

12,323,595

12,323,595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建
其他
信优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91%

9,839,608

0

孙健

1.27%

6,538,400

0 质押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22,200,000

6,538,400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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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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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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7年上半年，是公司战略布局调整的重要阶段，在“技术和市场双轮承载优质文化资产”的既定
战略方向下，公司收入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逐步发展为移动互联网服务和以CG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
为核心的内容服务等相结合的多元化业务收入结构，盈利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报告期内，公司逐步缩
减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与服务业务，重点开拓视觉工业领域并开展数字创意产业战略布局。
（一）公司2017年上半年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758.38万元，同比下降1.89%；营业利润7303.35万元，同比增长
11273.22%；利润总额6695.17万元，同比增长2271.31%；净利润6005.83万元，同比增长3161.23%；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31.61万元，同比增长492.19%。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结构较上期发生了较大变化，移动终端产品销售规模比去年同期下降较大，
公司于2016年底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东方梦幻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较大，东方梦幻同期净利润上升以
及公司在报告期内转让易视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股权整体提升了公司净利润，此外，公司投资的安徽省
赛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带来了经营性投资收益。

（二）公司2017年上半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1、数字创意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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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部署在视觉产业领域的发展战略，公司在2016年底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收购的
全资子公司东方梦幻，继续巩固自身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中的独特优势地位。
在数字影像内容的创作生产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全CG电影《谜踪之国之黄金蜘蛛城》，已完
成剧本二稿修改以及概念美术设计和场景环境的设计。黄金蜘蛛城地下世界观的搭建和基本数据资产
模型建立完毕。目前正在进行CG+真人实拍影视制作流程和效果样片的测试创作，第一版概念先导片
制作完成。《谜踪之国之黄金蜘蛛城》网剧已经完成剧本初稿，人物、环境、重要道具等数据资产已
完成。东方梦幻与英国BBC合拍的动画片《皮皮克的恐龙大冒险》及《皮皮克的野外大冒险》第一季
20集的剧本修改、故事版预演已完成，并完成了主体数字资产角色、场景、引擎渲染测试，同时，第
二季和第三季的前期数字资产也在建立之中。东方梦幻与新西兰紫水鸟影视公司合拍的52集动画片
《KIDDETS》（中文名称《太空学院》）已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核，目前剧本已全部完成，
前期数据资产完成90%。东方梦幻与美国维亚康姆公司进行的知名动画品牌《海绵宝宝》VR系列内容
的改编合作，目前开始前期的创作策划和数据资产建立准备。
2017年上半年，公司投资的美国VR创业公司TheVirtualRealityCompany（以下简称“VRC”）各项业务
发展平稳顺利。VRC斥资约600万美元打造的行业领先VR合家欢类原创剧集”RaisingaRukus”在5月份正式向
公众在IMAXVR线下体验店和三星GearVR平台发布第一集，第二、三集的剧本正在开发当中。该剧集剧本
由《银河护卫队》编剧NicolePerlman编写，VRC创意总监、两届奥斯卡奖得主罗伯特-斯特罗姆伯格
（RobertStromberg）监制，好莱坞最大预演（previsualization）工作室TheThirdFloor创始人JoshuaWassung
导演，剧集制作涉及多项VR内容行业的技术难点，一是采用了行业创新的注视点选择支线故事的交互方式
以及叙事型VR体验中最复杂的虚拟摄像机调度之一，其次在VR这一特性与传统影视极为不同的平台上，
展现了其自身极高的美术功底和叙事功力。该影片发行以来，VRC在洛杉矶和纽约IMAXVR体验店的累计
门票销售额中，周末排名第一，周中排名前三，目前VRC已授权公司子公司东方梦幻作为该片在中国的独
家代理发行商。此外，VRC还获得了环球影业《侏罗纪世界》的VR改编权，并已经完成原型开发。VRC
同时正在开发、制作多部其他原创VR/AR内容，并正在与东方梦幻VR团队展开生产制作合作，借助东方
梦幻社会化生产平台，形成高效生产流程，进一步降低制作成本。VRC团队将凭借其拥有的视听语言驾驭
能力、美术高度、生产能力、IP原创和获取能力在VR/AR内容领域持续保持领先水平，前期投入将在未来
广阔市场空间逐渐变现。

在虚拟视觉体验场馆的设计和实施领域，东方梦幻全资子公司中科盘古所承接的北京昌平科技园
发展有限公司的视觉工业应用展示示范项目（一期）多元交互技术开发及硬件集成实施项目报告期内
已完成技术转让模块和软件销售模块的验收工作，技术开发模块已进入整体开发阶段，系统功能的开
发也在进行中。东方梦幻与湖北夺宝奇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新西兰紫水鸟影视公司共同设计、建设、
运营的“武汉太空学院主题体验项目”，报告期内完成了儿童场馆主题体验内容的设计工作，进行了多
媒体互动体验技术的开发，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场馆结构安全鉴定和结构改造设计方案。东方梦幻
设计和承制的南京绿博园儿童探索馆项目，报告期内完成了南京体验馆的概念设计、主题体验内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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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游戏装置的设计工作。进行了体验馆创客教育内容及课件的设计开发工作。由东方梦幻和美国的
视觉艺术家共同设计实施的“PANDA梦”多媒体合家欢体验剧项目，报告期内完成了主要角色的设计
工作，并已完成第一版剧本，并制作分镜头剧本，同时剧情互动、美术制作、音乐制作等方面正在有
序开展。
在知识产权商业运营和市场开发领域，世纪华文作为东方梦幻负责IP授权和市场运营的子公司，
在稳步推进IP授权业务、IP嘉年华业务、品牌设计服务业务、衍生品模具投资及产品销售业务、《太
空学院主题乐园》建设运营业务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开发了市场营销中心和产品开发中心，并计划部
署营销渠道合作公司，为IP商业运营奠定了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取得的主要业务成果如下：
1）IP项目增加引进3大黄金项目
公司陆续签约以下项目：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探险冲冲冲》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理合作；
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经典IP全新2季《雷鸟特攻队》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理合作及作为全球玩具
OEM供应商合作；新西兰维塔工作室制作知名电影IP衍生品在中国的代理销售权，及拥有维塔电影衍
生产品在中国的展览展示权，以推动相关衍生品的销售。
2）《太空学院》动画延伸产品及商业开发的业务进展
公司完成了武汉、南京等地太空学院主题乐园的商业授权和品牌指导工作，同时在广州、北京、
海口等地的选址工作已经展开。并与杭州娃哈哈集团及杭州娃哈哈钜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好心
情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太空学院》相关品牌授权合作。
3）其他IP品牌授权业务及嘉年华业务进展
俄罗斯动画片《平博士密码》陆续签约衍生品授权合作伙伴5家，目前《平博士密码》上市产品
已累计超过500款单品，包括图书、文具、玩具、用品、游乐设备、服装、鞋、食品等产品。英国ITV
动画《雷鸟特攻队》已于2017年5月份在央视开播，目前已签约授权合作伙伴3家。原创卡通动漫形象
《奈斯兔》完成签约授权合作伙伴3家。报告期内，与多家合作伙伴完成了大型动漫嘉年华活动17场。
2、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与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为顺应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调整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与服务收入结构，营业收入较
去年同期相比呈下降趋势。一方面是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业务所处传统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持续盈利的
产品较少，销售规模缩减，收入下滑较大；另一方面，公司正处于业务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阶段，有
步骤的收缩原有传统业务规模。
在移动电子商务领域，公司凭借多年来的商业布局和技术研发，致力于构建优质业务运营支撑平
台。为配合东方梦幻及其子公司建设亲子乐园、流动嘉年华以及主题场馆、度假村的业务运营需要，
公司结合在原有智慧商业业务产品运营中获取的经验，以及在无线近场通讯技术、临场应用、客户关
系管理、数据分析等方面的技术储备，开发适合亲子乐园、流动嘉年华、主题场馆的运营支撑系统，
组合了基于AR和VR技术的现场互动娱乐平台、业务人员自服务平台以及经营分析管理后台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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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互动游戏、高效的会员管理以及营销数据分析和运营支撑于一体，扩展和完善了公司的产品和服
务链条，从而与公司在业务、技术、渠道等方面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促进了相关业务的拓展和延伸。
在移动视频监控专业领域，公司投资的赛达科技在基于中国电信平台一个互联网+视频运营的平
台基础上，重点面向二类市场（个人家庭和行业应用），成功拓展了智慧家庭、教育行业、政务行业、
物联网行业和信息安全行业的五大行业应用，且均被中国电信集团确定为重点发展产品，并在电信集
团SI入围，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推广。
报告期内，公司手机视频业务保障常规有序的运营，通过精分用户数据细化运营方案，根据用户
喜好有针对性的制作内容，有效提高了用户粘性度与活跃度；通过多渠道深入运营，保证整体数据稳
中提高。同时，与视频牌照方开启新合作形式：拓展分省运营商资源，整合平台内容资源，对分省精
选内容包进行定向推广，目前已在内蒙、广东、江苏多省活动落地，其它省份将陆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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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变更原因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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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新增“其他收益”单独列报于“营 其他收益
业利润”项目之上
（2）将自2017年1月1日起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 调增其他收益本年金额1,340,683.93元，冲减管
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 理费用本年金额1,211,666.67元，调减营业外收
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 入本年金额2,552,350.60元。
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比较
数据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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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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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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1）淄博沃虹商贸有限公司是三级公司广东世纪华文动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报告期非同一控制下收购的
公司，股权占比100%； 2017年6月底开始纳入合并范围；（2）东方花开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是二级公
司东方梦幻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报告期新设立的公司，股权占比100%， 2017年6月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3）蜂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被动稀释股权丧失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合并截止2017年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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