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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安妮股份 股票代码 00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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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泉青 谢蓉 

电话 0592-3152372 0592-3152372 

传真 0592-3152406 0592-315240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2@anne.comm.cn xierong@anne.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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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55,637.39 213,240,218.55 -2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63,163.39 5,914,337.29 -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58,501.32 5,599,123.34 -5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911,253.40 -5,729,293.58 -334.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1.6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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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694,449.69 647,466,055.91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9,673,823.23 363,910,659.84 1.58%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57.88%，是因为公司收缩商务信息

用纸规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34.8%，是因为公司收缩商务信息用纸规模，报告期内向畅元国

讯提供人民币2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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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97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旭曦 境内自然人 26.09% 76,303,439 37,864,320 质押 6,750,000

张杰 境内自然人 9.41% 27,516,492 27,387,369  

新余方略德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2% 7,950,000   

中欧基金－招商银行－中欧增

值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7,703,127   

中欧基金－招商银行－天津珑

曜恒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5,042,776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 1 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9% 4,367,137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汇系

列－星石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3,771,420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鑫悦 10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6% 3,7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 3,000,0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新股Ｃ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1% 2,363,0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述股东中，张杰和林旭曦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不知悉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管理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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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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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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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战略转型步伐，进一步优化商务信息用纸业务资产结构及财务结构，商务信息用纸业务平稳发

展，改善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互联网业务，布局版权服务平台建设：增持深圳市微梦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30%的股权，推进

发行股份收购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2）、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31.27%，主要是因为公司收缩商务信息用纸规模，优化商务信息用纸业务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46.93%，主要是因为银行贷款利率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44.26%，主要是因为上年年初尚有可抵扣的未弥补亏损，形成上年同期费

用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34.8%，主要是因为公司收缩商务信息用纸规模，同时向

畅元国讯提供人民币2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5.41%，主要是因为公司投资活动较上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77.40%，主要是因为公司较上年同期增加偿还银行4000

万元的借款；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103.90%，主要是因为公司向畅元国讯提供人民币2000万元

的财务资助。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55,555,637.39 213,240,218.55 -27.05%

营业成本 113,935,326.06 158,622,773.75 -28.17%

销售费用 10,959,835.47 15,946,523.45 -31.27%

管理费用 19,395,663.98 22,605,353.73 -14.20%

财务费用 2,240,559.30 4,222,054.16 -46.93%

所得税费用 2,067,234.53 846,331.86 14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11,253.40 -5,729,293.58 -334.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96,921.36 -43,360,849.10 65.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28,998.59 50,133,217.17 -77.4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205,723.35 938,970.53 -3,103.90%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没有披露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况。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公司持续推进收购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宜，构建版权大数据平台建设。 
2、公司进一步优化商务信息用纸业务，整合资产结构及财务结构，提升业务盈利能力，保持业务的平稳增长。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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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商务信息用纸 139,954,595.51 113,232,643.32 19.09% -23.04% -22.04% -1.04%

互联网服务 12,779,012.46 402,141.33 96.85% -14.56% -87.61% 18.56%

彩票服务 0.00 114,788.21 0.00% -100.00% -98.86% -24.45%

其他业务 2,822,029.42 185,753.20 93.42% -10.13% 106.53% -3.72%

分产品 

商务信息用纸产

品 

139,954,595.51 113,232,643.32 19.09% -23.04% -22.04% -1.04%

互联网服务 12,779,012.46 402,141.33 96.85% -14.56% -87.61% 18.55%

彩票服务 0.00 114,788.21 0.00% -100.00% -98.86% -24.45%

其他业务 2,822,029.42 185,753.20 93.42% -10.13% 106.53% 15.12%

分地区 

国外 2,594,804.11 2,440,050.61 5.96% 23.58% 32.83% -6.55%

华北 34,366,769.64 33,889,435.91 1.39% -53.80% -49.76% -7.94%

华东 35,045,861.27 32,932,081.98 6.03% -39.15% -35.48% -5.34%

华南 78,677,739.46 42,808,969.69 45.59% 28.12% 76.33% -14.88%

西南 2,048,433.49 1,679,034.67 18.03% -85.98% -87.94% 13.36%

   1、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服务业务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 87.61%，主要原因为：公司优化业务结构，减少毛利率较

低的广告代理业务； 

   2、报告期内，彩票服务业务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100%，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 98.86%是因为公司互联网彩票代

销业务暂停； 

   3、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 106.53%，是因为其他业务营业成本基数较小，今年新增材料销售

成本； 

   4、报告期内，公司国外地区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 32.83%，华北地区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53.80%，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减少 49.76%，华东地区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39.15%，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 35.48%，西南地区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减少 85.98%，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 87.94%，均是因为公司收缩商务信息用纸规模，优化商务信息用纸业务资

产结构及财务结构； 

   5、报告期内，公司华南地区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 76.33%，是因为上年同期营业成本基数较小，今年华南地区印刷

业务有所提升。 

（4）、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商务信息用纸业务： 

公司发挥一体化生产体系优势和多产品系列优势，综合个性化产品设计、应用技术开发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满

足客户需求；公司已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为全国用户及核心客户的各地分支机构提供快速的配送及持续服务。 

（二）、互联网业务： 

公司持续推进互联网业务，增持微梦想股权，充分发挥微梦想在自媒体领域的用户优势，提升公司的互联网营销能力；

公司筹划收购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布局版权行业全产业链，建设版权大数据平台；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充分利用畅

元国讯在数字版权服务领域的权威地位，构建版权大数据平台，并充分发挥微梦想和畅元国讯的协同效应，实现公司在互联

4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网产业的综合布局。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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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