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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1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6-033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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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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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城影视 股票代码 0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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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晓红 廖娟娟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 号西溪湿地创

意产业园西区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 号西溪湿地创

意产业园西区 

传真 0571-85021376 0571-85021376 

电话 0571-85128967 0571-85026150 

电子信箱 chinaccys@126.com ljj002071@163.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影视基地运营及广告等衍生业务。影视剧业务所形成的主要产品是用于电

视台、在线视频网站等渠道播放的电视剧作品。主要盈利模式为策划并投资、拍摄、制作完成电视剧，形成可售的电视剧作

品，与电视台、在线视频网站等播放平台签订发行合同，将电视剧播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版权对外转让并获取发行

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东方龙辉、微距广告、玖明广告和浙江中影四家广告公司控股权，与前一年度收购的上海胜

盟、浙江光线一起，对公司在广告板块的业务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司的广告业务也由影院广告、电视广告代理延伸到

了户外媒体广告，并且进一步加强了电视广告的优质渠道及客户等资源，为影视传媒和广告业务上的协同做好充分的准备。 

（1）电影院线映前广告的经营模式为通过对全国电影院线媒体库资源的整合，利用公司专业的数据分析能力为客户制

定院线广告投放方案，选择恰当的媒体传播平台，为客户创造良好的媒体效应。 

（2）电视广告代理业务的经营模式为根据自身的特色从各电视媒体购入电视节目广告时段；结合客户需求策划、制作

广告方案；将客户制作的广告或根据客户需求制作的广告在已购入的电视节目广告时段播出。 

（3）户外媒体广告的经营模式为通过对社区户外媒体进行网络化建设和运营，在选定的社区建设的营销推广平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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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符合客户需求的营销内容，并将营销内容展示在不同层次的社区，精准传递给不同需求的消费者。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诸暨创意园100%股权的收购，业务延伸至影视基地运营。诸暨创意园已在报告期年末正式投入

运营，通过向旅游团体和个人客户收取门票、商铺出租、为影视剧拍摄提供场地服务等取得收入。2015年度，诸暨创意园主

营业务尚未盈利，但随着园区规划设计、服务功能的逐步完善和对盈利模式的进一步挖掘，未来盈利能力有望得到提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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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993,443,414.26 510,130,764.45 94.74% 439,209,04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933,721.14 196,561,902.09 18.00% 154,080,16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178,361.73 178,760,647.06 13.66% 131,223,95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610,269.00 -13,465,074.53 1,218.53% -5,585,158.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2 4.76%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2 4.76%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8% 20.38% 1.90% 26.82%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917,122,724.80 1,621,549,675.44 79.90% 751,553,47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3,974,774.92 1,062,668,911.29 -9.29% 650,614,286.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85.52 14,801.29 25,361.18 53,59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4.2 3,061.45 2,876.13 15,32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9.04 1,746.13 1,085.35 15,55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80.38 5,746.24 -4,199.1 20,8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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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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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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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2,4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4,22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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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城影视文化

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85% 183,097,482 180,731,553 质押 122,236,400 

江苏宏宝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6% 40,792,196 0 质押 29,320,000 

王培火 境内自然人 2.24% 11,760,130 11,760,130 质押 11,760,000 

浙江如山成长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 7,180,000 0   

宓强 境内自然人 1.34% 7,015,101 6,015,101   

红塔创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 6,339,680 0   

杭州赛伯乐晨

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 6,148,848 0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大

成睿景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6% 5,555,657 0   

黄国江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4,815,766 0   

赵锐均 境内自然人 0.92% 4,812,208 4,812,2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赵锐均为一致行动人。除此

以外，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

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黄国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85,766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630,000

股，合计持有 4,815,76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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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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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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是公司完成借壳上市之后登陆资本市场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在这一年里，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平台积极推进内生与

外延的共同发展，延伸产业链，从内容提供为主向“内容+广告”构建纵向产业布局。公司一如既往地加强影视内容全流程制

作的核心竞争力，聚焦制作精品电视剧。在此基础上，继续积极推进“全内容、全产业链”战略，持续关注电影制作、娱乐节

目制作、网剧、微电影等内容制作领域，为整合内容板块和进行产业链布局做好充分的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电视剧业务逐步尝试由“全独家制作模式”向“独家投资制作+合作制作模式”转变。公司与甘肃省广

播电影电视总台（集团）共同成立了甘肃长城西部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逸收投资管理中心、杭州暾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姚勇杰共同出资设立了山东长城暾澜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的形式收购了东方龙辉60%股权、上海微距60%股权、上海玖明51%股权、浙江中影51%

股权，上述收购使公司增强了电视媒体广告代理业务实力，并且切入了户外社区广告业务，加上此前的电影院线广告业务，

公司“内容+广告”的产业链布局初步形成。今后，公司将进一步融合上游优质广告客户资源，汇聚下游电视台媒体资源、互

联网新媒体资源、电影院线资源及户外社区广告平台渠道资源，扩充做强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丰富业务板块，促成各板块

间的良性互动和协同效应，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品牌共振效应。同时，上述收购为公司业绩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增

强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综合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的形式收购了诸暨创意园100%股权。通过建设开发影视旅游文化创意园，为本公司和其

他影视公司拍摄影视剧提供制作拍摄场地服务；同时本公司的影视作品也可为影视基地的娱乐开发提供素材，助力诸暨创意

园旅游业务。诸暨创意园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在旅游运营中，可以通过向旅游团体和个人客户收取门票、旅游景点出租商

铺等方式取得收入，提升诸暨创意园的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披露了修订后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8.75亿元用于投拍精品电

视剧项目、电影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后由于当时资本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公司融资能力受限，经与保荐机构等相关

方深入沟通和交流，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后，终止了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344.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4.74%；利润总额为38,392.0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193.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20,317.8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6%。各项指标较上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根据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6]24030011号），置入资产东阳长城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632.3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006.67万元，分别超过承诺的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3,561.56万元和承

诺的201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920.36万元，完成对资本市场的业绩承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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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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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视剧 394,582,618.26 193,579,071.78 49.06% -0.54% -22.53% -13.94% 

纪录片 1,119,700.95 1,044,280.95 93.26% 42.03% 42.56% 0.34% 

广告 578,673,583.02 265,095,575.73 45.81% 424.84% 278.56% -17.70% 

其他收入 19,067,512.03 19,067,512.03 100.00% 705.66% 705.6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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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当期数据 上期数据 增减比 

收入 535,963,610.15 253,611,762.91 113.33% 

成本 246,854,445.11 149,264,405.86 65.38% 

净利润 175,252,421.60 61,130,693.28 186.68% 

 当期期末数据 上期期末数据 增减比 

存货 364,246,975.69 411,418,522.96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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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94.74%，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175.0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5年6月完成对东方龙辉60%股权、上海微距60%股权的收购，于2015年7月完成对浙江中影51%股权、上海玖明51%股权的收

购，东方龙辉、上海微距自2015年6月起的业绩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浙江中影、上海玖明自2015年7月起的业绩纳入上

市公司合并范围内，致使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2014年度增长较多。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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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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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注①） 
2015年5月31日 3.432亿元 60.00% 支付现金 

2015年5月31

日 

股权转让手续已

经办理完毕 

上海微距广告有限公司

（注②） 
2015年5月31日 1.62亿元 60.00% 支付现金 

2015年5月31

日 

股权转让手续已

经办理完毕 

上海玖明广告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日 2.5245亿元 51.00% 支付现金 2015年7月1日 
股权转让手续已

经办理完毕 

浙江中影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015年7月1日 1.2903亿元 51.00% 支付现金 2015年7月1日 

股权转让手续已

经办理完毕 

注：①东方龙辉下属北京盛世华信国际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北京金桥佳人传媒影视广告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均为东方

龙辉全资子公司。 

②上海微距下属上海微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微距时代广告有限公司、无锡微距广告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上海微

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微距时代广告有限公司为上海微距的全资子公司，无锡微距广告有限公司为上海微距持股51%的

控股子公司。  

（二）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权益比

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定依据 

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

有限公司 
100.00 

合并前同受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 

2015年7月1日 
股权转让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已经实质控制该公司 

（三）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2015年1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滁州新长城影视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本公司持有100%股权，本期纳入合

并范围。 

2015年9月，成立了甘肃长城西部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兰州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兰州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

司为甘肃长城西部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甘肃长城西部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612.48万元，按

照其公司章程的约定，本公司持有50.00%股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015年10月，成立了控股子公司山东长城暾澜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本公司持有51%股权，本期纳

入合并范围。 

2015年12月，控股子公司浙江中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设立了下属全资子公司西藏嘉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

万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015年12月，控股子公司上海玖明广告有限公司设立了下属全资子公司西藏畅明广告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本

期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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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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