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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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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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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志强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7 日披露 2016 年度业绩快报，预测 2016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74.89 万元。基于谨
慎原则，公司对微梦想计提商誉减值 2577.33 万元，确认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65.95 万元，比业绩
快报减少 48.75%。因业绩变动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特向全体投资者表示诚挚歉意。公司董事会将依据年报工
作规程的规定，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追责。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报告中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经营管理团队等
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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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35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泉青

谢蓉

办公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

电话

0592-3152372

0592-3152372

电子信箱

securities2@anne.com.cn

xierong@an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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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畅元国讯将业务由商务信息用纸向互联网版权服务业务延伸，并计划加大对互联网版权服务业
务投入，打造权威的互联网版权服务平台。
1、版权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了畅元国讯100%股权，公司进入了版权服务领域。为版
权人及提供包含版权技术服务、版权保护服务、版权交易服务和版权增值服务在内的覆盖版权全产业链的服务。目前公司该
项业务尚处于启动阶段，未来随着公司版权大数据项目的逐步落地，版权服务将成为公司核心的业务。
2、互联网营销服务：通过在移动社交平台上运营以生活娱乐信息为主的新媒体账号(以新浪微博与腾讯微信为主)，产
生新鲜有趣的内容吸引粉丝关注从而聚拢流量，在汇聚起海量的用户流量后，为客户提供一揽子以原生内容广告形式为主的
移动互联网营销推广解决方案。
3、商务信息用纸业务：主要为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个人用户提供商务信息纸品。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公司通
过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客户化服务解决方案，已在众多商业领域成功实施了用纸信息化专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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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430,550,980.22

435,683,061.26

-1.18%

449,624,516.49

11,659,531.44

10,881,889.82

7.15%

-92,045,672.24

4,692,880.04

6,943,971.07

-32.42%

-84,505,905.99

74,531,562.84

115,283,729.87

-35.35%

46,194,316.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6

0.0372

-1.61%

-0.47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6

0.0372

-1.61%

-0.47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3.04%

-1.56%

-23.07%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16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

2014 年末

总资产（元）

2,678,409,732.23

647,466,055.91

313.68%

615,981,59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73,922,960.03

363,910,659.84

552.34%

353,028,770.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70,604,402.74

84,951,234.65

107,667,061.00

167,328,28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5,399.93

4,967,763.46

5,257,669.68

638,69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0,843.50

3,209,344.82

4,202,247.50

-1,867,86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67,857.70

3,256,604.30

3,570,513.90

95,872,302.34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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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22,162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8,06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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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
数量
数量
状态

林旭曦

境内自然人

18.44%

76,303,439

37,864,320 质押

杨超

境内自然人

9.30%

38,472,252

38,472,252

张杰

境内自然人

6.65%

27,516,492

27,387,369

雷建

境内自然人

4.28%

17,693,838

17,693,838 质押

新余方略德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

7,950,000

0

中欧基金－招商银行－中欧增值资产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计划

1.86%

7,703,127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1.59%

6,584,966

0

华泰柏瑞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瑞华定增对冲基金 1 号集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金信托计划

1.48%

6,141,820

6,141,820

中欧基金－招商银行－天津珑曜恒达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1.45%

6,000,028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5%

5,583,472

5,583,472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26,130,000

17,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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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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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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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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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畅元国讯100%股权并配套募集资金人民币10亿元，公司进入了数字版权服务领域。畅元国讯自2016
年9月纳入公司报表范围，报告期内为公司贡献净利润3821.86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版权服务业务快速发展，在版权服务技
术开发、综合服务平台构建、内容和渠道合作等方面均获得长足进步。公司致力于构建版权大数据平台，聚集版权作品，形
成版权大数据库，使公司成为版权人实现版权价值的综合服务平台，为创作人提供专业的版权价值链服务。2017年3月28日，
公司重点投入的“版全家”正式上线，作为公司数字内容版权确权服务的平台，发展势头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营销业务存在产品升级滞后，内容原创能力较弱等情况，营业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报告期因收
购微梦想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减少公司净利润2557.33万元。公司已将互联网营销业务纳入到版权事业部统筹管理，优
化管理团队，加强与版权业务的协同发展。未来互联网营销业务将通过构建互联网原创内容创作、交易和传播平台，聚合优
质原创内容，吸引用户，提升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商务信息用纸业务的业务结构和资产机构，商务信息用纸业务平稳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畅元国讯 100%股权并配套募集资金人民币 10 亿元，公司进入了数字版权服务领域。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商务信息用纸
互联网数字营销
数字版权服务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83,807,901.44

218,330,213.66

23.07%

-23.55%

-27.38%

21.36%

15,334,951.87

804,123.12

94.76%

-64.13%

-83.73%

7.14%

124,960,814.60

70,989,624.32

43.19%

100.00%

100.00%

10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畅元国讯100%股权，公司新增版权服务业务，2016年度畅元国讯全年实现利润7955.40万元。畅元
国讯自2016年9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公司贡献利润3821.86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数字营销业务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同比分别下降64.13%、83.73%，主要是存在产品升级滞后，内
容原创能力较弱等情况，营业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公司已将互联网营销业务纳入到版权事业部统筹管理，优化管理团队，
加强与版权业务的协同发展。未来互联网营销业务将通过构建互联网原创内容创作、交易和传播平台，聚合优质原创内容，
吸引用户，提升业绩。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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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
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已执行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 已执行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1,404,206.17
元 ， 调 减管 理 费 用本 年 金 额
1,404,206.17 元。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
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
债”（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已执行

调增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0 元，调
增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0 元，调
减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0 元。

（4）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
进项税额”、
“待认证进项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
已执行
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
（或“其他非流动资产”）
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 增 其 他流 动 资 产期 末余 额
7,347,765.69 元，调增应交税费期末余
额 7,347,765.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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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畅元国讯100%股权，自2016年9月起，畅元国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设立厦门安妮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全版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版全家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安云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畅元国讯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安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受让成都博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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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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