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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投资者电话互动）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东北证券 吕思奇 

光大资管 陈飞 

海富通基金 刘强 

海通证券 郝艳辉 

海通证券 崔彦涵 

华金证券 宋怡萱 

华泰证券 许娟 

深圳前海海润国际并购基金 赵求实 

太平洋证券 倪爽 

新时代证券 姚轩杰 

中欧基金 周玉雄 

中信建投证券 刘京昭 

中信建投证券 刘凯 

中银国际 张燕 

浊清投资 邹仪 

时间 2018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5：30-17：30 

地点 安妮股份北京办公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安妮股份董事长  张杰 

安妮股份副董事长  黄清华 

安妮股份董事会秘书  陈文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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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介绍公司整体情况： 

1、整体情况： 

安妮股份成立于 1998 年，从事商务信息用纸服务行业；2008 年于
深交所上市；2015 年新增互联网营销业务；2016 年通过定增、定募及
配套资金收购畅元国讯 100%的股权，正式进入版权行业。 

根据腾讯研究院 2017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近十年来整
个版权产业保持 30%的增速，2017 年行业规模已经超过了六千亿元，
万亿级别的市场指日可待。同时，由用户付费产生的行业规模已经超
过了 50%。 

正是看到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的存在，安妮股份坚决进行了转型，
经过两年的经营和发展，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互联网应用与服务
为主要领域和方向的综合企业集团，主要业务为版权服务业务、互联
网营销服务及商务信息用纸服务。公司以版权业务为重要战略方向，
聚焦版权人，从版权保护到版权交易、版权运营，为版权人提供一站
式的版权综合服务，致力于打造中国版权服务领导企业。 
    公司于 8 月 22 日发布了 2018 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
入 3.41 亿元，同比增长 19.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90
万元，同比增长 32.25%，其中公司版权业务的收入为 1.96 亿元，同比
增长 32%，毛利率的水平是 31.6%。子公司畅元国讯的收入 1.98 亿元，
同比增长 33%，净利润有 4300 万元，净利润同比增长 30%。由于版权
业务收入的占比逐步提升，公司也向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申请了行业属
性的变更，公司在 8 月 10 日发布了相关的公告，正式变更为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的行业属性。 

2、公司战略规划 

安妮的发展方向：公司的目的是搭建一个版权综合服务平台。从
安妮的发展目标以及对市场的理解来看，安妮坚信在这样一个巨大的
市场条件下，坚定的围绕版权综合服务为核心是未来版权业务发展的
核心要素。 

安妮的版权视角：安妮股份对市场有两个维度的理解，一是从产

业结构角度来看：版权产业分为核心版权、部分版权、边缘版权、交

叉版权四部分。二是从价值角度与版权属性角度来看：安妮构造了冰

山模型，分三层：海面上一层是版权内容层，也就是版权产品。海面

下有两层，第二层版权经营层，包括版权授权、交易、资产化、金融

化。第三层是版权基础服务层，确权服务、维权服务、用权服务等。

三层模型既相关又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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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版权市场区别：在发达国家，版权 GDP 是内容 GDP 的两

到三倍。国内暂时还没有相关数据，但是从感官上来看，版权越来越

重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的著作权法和国外的著作权法是存在区

别的。中国的著作权既不需要固定形式，也不需要发表，就拥有版权。

而国外的某些条令则需约定特定发表形式等。 

数字版权市场的挑战：传统纸质作品的出版，因为有底稿的保留，

版权相对容易确定。在 2017 年，互联网版权市场已达 6000 多亿元人

民币。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市场下，版权纠纷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

国的著作权法导致部分版权人无法证明作品是自己创作的，在互联网

平台的大环境下，版权的概念比较模糊，也更加不易控制，版权也很

难确定，盗版很容易发生。 

安妮股份版权服务生态：安妮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安妮的版权服

务为创作者的利益和避免纠纷提供服务。安妮股份开发了 PC、APP、

客户端为版权人提供综合服务，安妮股份为版权人提供确权服务，用

权服务，维权服务，让版权实现更大价值。 

安妮股份自 2016 年完成并购后，发展版权事业已有两年，目前安

妮版权主义的核心要素为“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版权人”；三个核

心产品逻辑——创作即确权，使用即授权，发现即维权。 

今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已经审结了以区块链作为司法证据的立案。

安妮股份的版权区块链系统是工信部区块链应用的样板，安妮股份的

产品理论上已经可以将全过程创作记录作为版权人的权属证据。 



 4

安妮版权业务的经营宗旨：让版权实现更大价值。 
安妮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战略路径：1）综合服务；2）流量入口；3）

服务平台；4）交易平台 
 

二、问答： 

Q1：请介绍一下畅元国讯各项业务的运营情况、各项业务进展情

况。 

A：目前，第一块版权保护和版权技术放在一起，公司版权保护这块主

要做软件登记，以及给相关客户提供版权技术服务。第二块业务，版

权运营服务，上半年受春节假期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我们的版权

整体业务拓展速度有些放缓，但对比去年同期实现 30%业绩增长。第

三块，版权增值服务，版权孵化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形成收入。综上

我们对畅元国讯的业绩仍比较乐观，大部分业绩预计在下半年确认。

2019 年业务：三个板块的业务都在做业务拓展，例如游戏业务，会加

大上下游的业务拓展，增加强有力的渠道。IP 增值、版权保护的业务

都在加大拓展的力度。 

Q2：目前公司高管减持的进展？ 

A：5.26 日发布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减持不超过 4.85%，
6.27 和 7.17 均有进展公告，目前还没有接到后续的大股东减持计划，
公司会按照规定公告相关事项。 

Q3：2019 年畅元国讯的运营预期？ 

A：三个板块的业务都在加大业务拓展的投入，例如游戏业务，会加大

上下游的业务拓展，增加强有力的渠道。IP 增值、版权保护的业务都

在加大拓展的力度。 

Q4：在形成收入的版权业务方面，具体细分品类或行业的占比及

增长趋势？哪部分是公司未来更重要的一个方向？ 

A：我们目前是按产业链的角度划分收入，版权保护：确权、监测、

维权服务等；版权运营：游戏、音乐、阅读、文字、图片的分发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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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版权交易：IP 孵化、影视版权的孵化等。 

版权服务相当于版权流量入口，完善的版权综合服务引入海量版

权，催生后续的版权变现机会如版权运营和版权交易，目前我们大部

分收入来源于版权交易、版权运营。 

Q5：公司在版权市场上的价值如何体现？ 

A：安妮是为版权人做服务，版权的综合服务包含“确权服务、用
权服务、维权服务”。 

Q6：版权家现在最新的进展情况，还有公司是怎么看待互联网营

销和商业信息用纸业务的？ 

A：商业信息用纸是安妮的传统业务，安妮商业信息用纸整体营收

状况不错，；整个团队非常稳定；客户非常稳定，绝大多数是大客户。

基于人员稳定、业务稳定、现金流也很好的情况下，公司目前并没有

考虑剥离。 

数字营销部分，上半年实现了 133 万的利润。新团队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实现了扭亏为盈，账号质量翻一番。微梦想业务与稿稿平台

是高度协同，微梦想的账号也在逐渐 IP 化，，跟我们版权业务高度协同，

发展态势趋好，我们还会加大投入。 

关于版权家，目前 3.0 版本 PC 端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将会在下半

年发布。 

Q7：国外是否有对标的版权服务公司，海外行业规模？ 

A：中国版权意识较美国还有差距，2015 年美国版权市场占 GDP
的比例是 15%，中国核心版权占 GDP 比重 7%。 

美国的版权公司专业化较强，版权服务跟版权运营是分开的，综
合性企业较少，有专门做游戏分发、游戏版权运营、音乐版权运营、
图片版权运营的，在这个层面上目前没有完全对标的公司。安妮的版
权服务是全产业链的，从版权的确权开始。目前阶段公司核心放在版
权服务基础工作上，原因就是中国的版权生态和环境还远没有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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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状态，要想实现后续版权运营、版权交易，就需要有一个基
础。我们希望通过区块链的底层技术，版权服务的基础搭建，能够形
成版权基础服务的生态，在这样一个平台基础之上，后续嫁接各个类
型的版权交易和版权运营。 

Q8：目前团队有没有激励措施？ 

A：畅元国讯的团队，在公司架构上，我们更多的按业务板块分部
门，人力、财务统一管理。畅元国讯的整合效果很好。后续公司也会
针对新的目标，设计多种形式的激励方案。 

Q9：国内版权业务需求大，公司如何拓展客户？战略和具体方法

是什么？各版块原有客户如何协同？未来拓展计划？ 

A：中国版权环境基础与美国相差甚远，后者以后相应法制体系支

撑，其模式无法复制。版权市场综合服务中最基础的是确权、维权，

然后是版权交易，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发掘和获取客户。从需求端来看，

首先是显性需求（已赚钱被侵权需要维权）；隐性需求（有经常性作品

和交易动机，需要综合保护用于日后维权）；潜在需求（促使客户产生

动机）。市场需要综合服务，公司通过提供版权产品在整个确权和维权

服务中获客。版权家基于流量获客，用户黏性高。协同性上，安妮的

三层结构是完全打通的，安妮现在投资做维权监测测的产品，其和版

权家形成了特别的协同效应。其服务的是已经有收益的版权内容，其

搜索能力很强，获得客户可以推送给版权家，反过来使用版权家服务

的版权人也可以体验维权服务。 

Q10：短期的获客方式在哪？靠销售靠广告还是靠什么来拓展？ 

A：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安妮的核心问题，集中所有的力量做到信息
对称，安妮会用互联网思维与方法展开具体获客拓展工作。 

Q11：现在 App 上线的是 3.0 版本吗？ 

A：App 现在是 2.0 版本，PC 端 3.0 版在测试期。 
Q12：公司在版权市场，是一个第三方服务的角色，公司未来的模

式会投资版权、并从中获取收益吗？ 

A：目前提供的是版权基础服务，是我们版权产业链的第一步；目

前我们也在同时做版权孵化、版权运营。现有业务就是版权服务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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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增值服务相结合的模式。后续的版权增值、衍生，是建立在版权基

础服务上，综合服务为我们带来了流量，使我们拥有版权大数据的优

势。我们为版权人提供综合服务，不仅是确权、维权等技术层面的，

还希望他们能实现版权价值的最大化。 

Q13：公司在版权业务上的收费模式？ 

A：版权保护我们针对提供的服务收取会员费，版权交易的收费模
式是收取版权交易佣金，版权增值业务中，我们也会购买部分 IP 的版
权进行版权孵化衍生来获得增值收益。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18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