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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3708

公司简称：家家悦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929

公司简称：吉视传媒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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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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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吉视传媒 60192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毅 刘晓慧

电话 0431-88789022 0431-88789022

办公地址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和美路吉视传媒信

息枢纽中心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和美路吉视传媒信

息枢纽中心

电子信箱 sunyi@jishimedia.com liuxiaohui@jishimedia.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568,007,173.67 13,388,002,803.48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15,215,710.29 7,156,242,212.16 -1.9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86,518.10 -11,080,987.55 -39.76

营业收入 942,743,518.16 959,070,693.42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983,637.49 132,346,075.02 -2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672,489.59 115,960,250.60 -2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7 2.12 减少0.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8 0.0452 -29.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8 0.0452 -29.65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2,1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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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吉林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31.61 983,337,364 983,337,364 无 0

长春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4.89 152,113,414 152,113,414 无 0

吉林省吉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8 98,950,000 98,950,000 质押 18,000,000

延吉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2.27 70,653,136 70,653,136 无 70,653,1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13 66,248,084 66,248,084 无 0

敦化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1.97 61,177,828 61,177,828 质押 50,000,000

吉林市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国有法人 1.37 42,514,384 42,514,384 无 20,760,000

桦甸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1.21 37,626,218 37,626,218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6 36,177,200 36,177,200 无 0

榆树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1.05 32,711,374 32,711,374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吉林省吉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吉林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二

者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在本公司知悉范围内,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无《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274.3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9,898.3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5.21%。 公司全网覆盖户数863.73万户，其中，城网覆盖户数580.76万户，

农网覆盖户数282.96万户，双向覆盖用户828.22万户。 集团客户专网业务运营良好，公司累计向省内400余家

企事业单位提供社会信息化服务和专网接入服务，涵盖了政府机关、金融保险行业等多个领域，树立了公司良

好的品牌服务影响力。

一、多措并举，持续加强有线电视服务水平

1．创新视讯产品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新一代云平台上线工作。新平台采用互联网思维，结合视

频网站及业内先进设计形态，可实现全网产品界面统一、海量存储、千人千面、用户分组等业务需求，有助于驱

动公司精细化运营，打造以电视机大屏为核心的广电“智慧家庭” 生态业务链。 同时，公司推出自主拍摄“健

身云课堂” 、“网红教练教你做瑜伽” 、“国际象棋云课堂” 以及“2019我想对你说” 等视频征集活动，在推出

自主版权节目及视频征集推送业务领域做出探索，取得一定的社会反响。

2.�提升网络运行质量。在基础网络运行方面。公司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广播电视网络安全保障工

作这一重大任务，开展了吉林省范围内安全大检查工作，从安全生产责任、安全保障制度、技术系统、信息系统

安全、应急预案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自检自查，对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排查与隐患整改，确保全省有线电视网

络安全稳定运行。 在数据网络运行方面。 积极发展IDC热点网站镜像等内容资源，同时全面提升宽带用户感

知，科学调度IDC内容资源，精准优化网络路由，以周为单位分析用户访问行为，对分公司上报故障实施实时

路径优化。 在宽带出口方面。 公司坚持“异地交叉、多点接入” 的原则，着力改善宽带用户体验。

3.�保障系统平台安全。 建立健全VOD及OTT业务系统巡检制度和宽带质量反馈机制；优化VOD后台管

理系统数据库算法，提高计算效率，提升突发承担能力；优化ERM数据查询时间及频次，提高系统稳定性；加

强督导检查，排查安全隐患，强化系统网络监控措施，加强系统设备巡检，防患于未然。

二、深耕细作，全面推动社会信息化落地生根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数字吉林” 建设的总要求，以光纤网络覆盖为优势，以面向省内各级政府和行业客

户提供多元化服务为战略，以信息枢纽中心为基础，结合现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AI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和创新应用，在智慧生态、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食安、应急管理、平安城市、无线城市等方面与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开展相关合作，面向全省智慧城市、行业信息化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信息化服务。

教育信息化方面。 不断丰富产品和服务内容，找准切入点拓展市场。 上半年重点打造了“吉视智慧学堂”

自主品牌系列产品。 借助2019年吉林省中考契机，联合吉大附中等省内优质教育资源单位推出“吉视智慧学

堂———陪您决战中考30天” 和“吉视智慧学堂———中考辅导” 两个产品，上线数学、物理和英语资源240节课

程，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林业信息化方面。 在国家虎豹公园监测系统试点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面

向国家、省局和地方局全方位拓展林业市场，中标森林防火和东北虎豹公园项目，完成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

家级）监测平台2个项目的建设验收工作。 省级综合管理调度指挥中心项目基本完成、白石山以及和龙林业局

森林防火视频监控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同时积极配合吉林省林业厅推动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项目建

设。医疗卫生信息化方面。启动吉大一院远程门诊项目在伊通和蛟河的试点工作，成功中标吉林省人民医院远

程医疗三期平台建设，初步形成医院影像云建设方案，同时积极谋划和推动省医保相关信息化项目。

上半年，公司分别与中国铁塔吉林省分公司、吉大通信设计院等多家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形成多方

优势互补，为后续业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公司申报的《吉林省中小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纳入2019

年及后续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并获得政府补助资金5,000万元。

三、强化执行，扎实推进农网光纤入户和城网双向化工程

农网光纤入户和城网双向化是公司重大战略部署，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明确任务、落实责任、调度督查等措

施，坚定不移地落实和推动。 目前，公司已基本完成了吉林省农网覆盖的建设任务，为实现农村光纤网络全覆

盖、全接入，全面提升农网业务渗透和市场收益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网双向化方面，公司以楼为单位，合

理配置资源，逐步减少每一栋楼内的单向用户，同时采取多维度、低门槛、差异化营销策略，满足不同用户的业

务需求，推动双向业务高质量发展。

四、开拓进取，科学谋划“汇通科技项目”

国际标准申请方面：2018年，吉视汇通正式获批成为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SG9组部

门准成员，并以I-PON技术申请ITU-T国际标准，国际命名为IPVB。 目前，吉视汇通提交的J.ipvb-req文稿已

在日内瓦SG9全会上获批通过，分配标准号：J.1210，并已在ITU-T网站上征求意见，预计两个月内将正式公

布成为国际标准。 其余两篇文稿处于修改完善中，待后续会议正式讨论。 市场开拓方面：国内与广西、山西、黑

龙江、吴川等省市，国际上与日本、印尼、印度、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建立业务联系，积极探索多种合作模式。 技

术研发方面：根据I-PON标准推进要求和市场反馈，新增了解复用、IPV6等需求，同时推进8K节目传输、商业

网关、楼道网关、非对称方案、万兆广播网关等项目研发。

五、统筹兼顾，积极推进多业发展

报告期内，吉视影院通过拓展营销方式、引入潮流商家、架构多元媒体矩阵等措施，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多

业态融合的影院生态圈，不断提升用户观影体验，同时积极筹划新项目，充分发挥规模优势。 天驰传媒完成了

全业务集成智能OTT平台项目建设，结合I-PON终端设备，为用户提供集平台、内容、终端为一体化的综合解

决方案。吉视信息服务公司积极推进呼叫系统扩容改造，客户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长白山文化产业园一期项

目———吉视传媒铂尔曼酒店已于7月15日正式开业运营， 作为长白山地区首家由雅高酒店集团管理的高端度

假品牌酒店，获得了较大的市场关注。长白山文化产业园二期策划方案也在抓紧谋划中。吉视创投管理的文创

引导基金上半年新增《中国天眼》、《锻刀Ⅲ之绝地重生》两个投资项目，主旋律投资引导作用进一步展现。吉

视文投公司上半年参与策划项目5个，自主谋划项目4个，风险预判和预期展望能力显著增强。艺术品公司举办

四场大型展览和多项丰富多彩的艺术类公益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六、强基固本，不断提高精益管理水平

在财务管理方面。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持续加强对收入、资金、预算、投资、债务和税收方面的风险防范，全

面规范集客项目管理、保险理赔、档案管理、薪酬费用等事项。 在项目管理方面。 完善工程项目管理体系，丰富

项目管理手段，从项目勘查、设计、招标、施工、验收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梳理和推敲，全面实现全省工程项目稳

步实施、快速推进、质量可靠的管理目标。 在物资管理方面。 进一步规范招标采购程序，加强物资管控力度，修

旧利废，降低运行成本；实施全省标准化库房建设，建立信息化管理体系动态监控库存管理，全面提升存货周

转率。 在客户服务方面。 进一步优化服务机制，报告期共计受理话务量205.4万通，客户满意度94.91%，在线解

决率70.92%。 话务量减少证明了公司运行维护和技术支撑水平逐步提升。 在巡查、审计、纪检工作方面。 将巡

察工作和公司经营管理、重点工作、专项整治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政治监督，切实发挥审计的监督管理

职能，突出工作针对性、实效性。

七、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吉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拉开帷幕后，公司党委高度重视，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全国、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 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充分发挥龙头作用，紧紧围绕“党的

政治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 、“理想信念” 等八个专题，采取领学、自学、交流研讨、点评多种方式进行学习。

各基层党组织按照公司党委要求，坚持立足党员、面向群众，安排固定时间集中学习，营造重视学习、崇尚学

习、坚持学习的浓厚氛围。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3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使得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

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核算。 根据准则规定，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的无须调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9-035

转债代码：

113017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19年8月12日以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0人，实

际参加通讯表决董事10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审议对下属企业委托贷款延期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同意向全资子公司三亚樾城投资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5

亿元，贷款年利率为10%，期限为2年，资金用于开发建设“吉视传媒视觉文化体验基地项目” ，并根据项目资

金实际需求分期发放。 目前委托贷款期限已到，同意将上述委托贷款期限延期三年，贷款年利率为10%，根据

项目资金实际需求分期发放。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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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19年8月12日以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7人，实际参

加通讯表决监事7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公司全体监事对公司编制的2019年半

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保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及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报告客观的反应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

及经营情况。

公司全体监事确认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合规性。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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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五号———广播电视传输服务》、《关于做好上市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有线电视用户数量：583.22万户。

二、宽带用户数量：100.81万户。

三、基本业务的ARPU值：31.34元/月。

基本业务的ARPU值为：基本业务收入、工程建设收入、配套收入，用户为缴费用户。

四、互动用户数：226.76万户。

五、互动点播量：2.95亿次（2019年1-6月累计点播次数）。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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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止2019年6月30日的《关于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2277）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1,5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

元，期限6年，发行总额156,000万元，并于2018年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承

销保荐费用1,480.00万元后净额为154,520.00万元，并已于2018年1月3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述

募集资金扣除登记费、其他上市费用295.05万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54,224.95万元。 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2017]京会兴验字第65000017号验证报告。公司对

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利息收入

净额

已使用

金额

定期

金额

活期余

额

存储余

额

吉视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九台农村商业

银行净月支行

0710436011

0152000129

47

124,520.00 2,694.53

127,203.19

0 11.34 0

吉视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长春

分行营业部

5810201001

00751555

30,000.00 1,466.37 31,466.37 0 0 0

合计 154,520.00 4,149.56 158,669.56 0 11.34 0

注：已使用金额大于初始募集资金额原因为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吉视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下同）。

根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九台农村商业银行净月支行 （账号

0710436011015200012947）兴业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账号581020100100751555）共2个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已与上述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

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

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截止2018年1月3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吉林省优质教育资

源全覆盖工程（一期）13,011.44万元，预先投入吉林省农村光纤入户建设工程———国家“百兆乡村” 示范项

目（一期）31,488.52万元，共计44,499.96万元。

鉴于募集资金已经到位，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拟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到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44,499.96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44,499.96万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到位

前以自有资金投入44,499.96万元，已全部完成置换。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为保证剩余资金在投入项目前的保值、升值、以及资金的安全管理，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转为银行

定期存款，截止2019年6月30日定期存款已到期。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募投项目由公司本部与下属分公司共同实施建设。 由于该项目实施时全省铺开较为零散，实际支

出时笔数多金额小，本公司在实施该项目时先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项目款，在募投项目支出累计一定期间后，将

该期间内募投项目支出汇总金额一次性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同时确认募集资金支出。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未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用途，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4,224.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466.3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8,669.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上半

年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吉林省优质

教育资源全

覆盖工程（一

期）

否

78,

224.95

78,

224.95

未做

分期

承诺

30,

000.0

0

81,

203.19

— —

2019年

12月

340.4

1

— 否

吉林省农村

光纤入户建

设工程———

国家“百兆乡

村”示范项目

（一期）

否

76,

000.00

76,

000.00

未做

分期

承诺

1,

466.3

7

77,

466.37

— —

2019年

12月

5,

903.4

2

— 否

合计 —

154,

224.95

154,

224.95

31,

466.3

7

158,

669.56

— —

6,

243.8

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截止2019年6月30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到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44,499.96万元置换上述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44,499.96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本公司为保证剩余资金在投入项目前的保值、升值、以及资金的安全

管理，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转为银行定期存款，截止2019年6月30日

定期存款已到期。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11.34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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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以下简称 “交易商协

会” ）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2019年6月19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

MTN371号），载明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

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详见临2019-019公告、临2019-031公告）。

2019�年8月20日、21日，公司发行了2019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9吉视传媒MTN002，债券代

码:101901124），本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期限3年，每张面值100元，票面利率为4.2%，募集资金5亿元

已于2019年8月22日到帐。

本期中期票据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联席主承销商，通过

集中簿记建档的方式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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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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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家家悦 60370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承生 /

电话 0631-5220641 /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

53号九龙城国际大厦

/

电子信箱 jiajiayue@jiajiayue.com.cn /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501,289,129.18 7,155,246,759.85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686,072,379.77 2,721,806,882.74 -1.3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1,103,071.89 240,602,301.93 8.52

营业收入 7,265,221,483.07 6,226,525,440.97 1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6,337,439.29 193,691,479.04 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421,837.77 185,244,180.89 1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11 7.71 增加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2 1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true true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65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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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家家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58.64 356,768,674 356,768,674 无 0

威海信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7.82 47,569,157 47,569,157 无 0

普信投资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2.68 16,284,488 0 无 0

上海鸿之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2.33 14,200,711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其他 1.58 9,590,49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57 9,530,24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38 8,395,88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1.06 6,460,76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00 6,074,269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6 4,013,74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6,522.15万元，同比增长16.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合并净利润

22,633.74万元，同比增长16.85%。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快网络发展，积极拓展张家口及周边地区、山东西部等新的市场，同时进一步

完善成熟区域网络布局。 报告期内新增门店40家， 包括合并日河北家家悦纳入合并报表的已开业门店 11�

家，新增门店中大卖场18家、综合超市19家、其他业态3家。

业态分级和升级；根据商圈客群和消费需求，对各业态门店进行精细分级和精准定位，对部分门店进行改

造升级，优化门店商品构成，增强服务功能和顾客体验。

创新发展；报告期抓信息系统的引进升级，开始启动SAP系统项目，以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能力；通过成立

团队及与第三方合作，启动了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项目，提供到家服务和到店服务。

持续提升供应链能力；在积极拓展全球直采、基地采购的同时，加快优化物流体系和生鲜加工基地的建设

布局，增强供应链能力。烟台临港综合物流园项目，常温物流分拨中心、办公楼主体工程即将完工，生鲜加工中

心主体工程正在施工中；济南莱芜生鲜加工中心项目，预计2019年底将完成全部工程，并分期投入使用；张家

口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4万平米，主体建设工程即将完工，预计2019年底前部分投入使用；报告

期内完成了青岛维客物流中心的升级改造。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2019年4月30日， 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解释，同时对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

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

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合并财务报表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项 目

2019年1-6月（合并） 2018年度（合并）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8,197,028.86 38,329,591.49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8,197,028.86 38,329,591.4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74,229,398.88 2,076,118,534.85

应付票据 560,612,116.00 384,466,456.00

应付账款 1,713,617,282.88 1,691,652,078.85

相关母公司报表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项 目

2019年1-6月（母公司） 2018年度（母公司）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97,348,526.05 1,272,682,350.05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297,348,526.05 1,272,682,350.0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06,271,231.82 1,627,838,654.64

应付票据 460,172,116.00 383,156,456.00

应付账款 1,246,099,115.82 1,244,682,198.64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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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培桓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报告从公司业务概要、经

营情况讨论与分析、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公司治理、重大事项、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等各方面如实

反映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经营情况。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审议并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出具了该专项报告，公司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

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孙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同意公司

全资孙公司张家口万全区福祥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与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委托

其进行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的审

议、表决程序合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关联董事王培桓、傅元惠回避表决。

4、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19-063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以现场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爱国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2、审议并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孙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关联监事张爱国回避表决。

4、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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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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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

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3、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的有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5、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定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要求，公司将

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①将原“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

②将原“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③将非保本理财余额由“其他流动资产” 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

④按金融工具新准则列示调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余额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利润表项目

①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表示）” ；

②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等项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影响

与财务报表格式相关的会计政策变更是对原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作出的合并、分拆、新增调整，仅对公司财

务报表格式和报表项目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任何影响。

2.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定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公司无需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公司2019年8月23日分别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变更相应的会计政策。 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及调整，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及调整。本次变更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及调整。符合财政部的

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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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为委托代建。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

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孙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公

司全资孙公司张家口万全区福祥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拟建设家家悦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 根据项目建设需

要，同意张家口万全区福祥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与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委托其

进行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交

易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张家口万全区福祥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孙公司，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荣成市悦湖路91号

法定代表人：王培桓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6年8月10日

经营范围：凭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售,项目管理,建设工程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3,384.30万

元，资产净额-1,079.63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003.03万元，净利润754.99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标的名称：家家悦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

建设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业路西

建设规模：110,159.83平方米

概算总投资：5.7亿元

建设内容：仓储设施、生鲜加工中心、中央厨房、配套设备设施等

（二）定价政策

本次委托代建主要是参照行业收费情况，结合项目自身实际，由双方平等协商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市场价格原则以及平等协商的契约自由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委托人：张家口万全区福祥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代建人：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家家悦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

（二）代建工作范围

代建人代行委托人职责，进行全过程项目管理工作，负责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工程及与工程有关工作的组

织、实施、管理与协调，控制投资、质量、工期和安全，按合同约定办理项目移交，依法承担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

和工程质量责任。

（三）代建管理费

双方约定代建管理费为847万元。

（四）费用支付方式

项目代建管理费的支付将根据项目总工期的长短等因素综合确定，并根据代建协议确定的支付节点进行

支付。

（五）代建协议的生效条件

代建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即行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威海家家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有较丰富的项目开发管理经验，公司本次委托其代建项目，借助其在

房地产开发方面的优势，控制项目投资成本，保障项目建设质量，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并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

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的履行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会议以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5名董事：5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

七、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委托代建项目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认为：

（1）本次委托代建项目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并积极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2）上述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该项关联交易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王培桓、傅元惠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董事会议事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交易各方根据行业收费情况，结合项目自身实际，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

关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证公司项目

建设顺利进行。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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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新零售创新基金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新零售创新基金普通合伙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将新零售创新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

管理人由珺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换为上海弘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详见2019年6月1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2019-043、2019-044）。

近期完成该基金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福州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福州悦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MA1QEG3P6H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78号滨江广场1#楼406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弘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翁怡诺）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31日

合伙期限：至长期

营业范围：创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