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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呼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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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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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4,439,498.35 409,807,325.56 1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762,496.38 67,079,649.40 4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7,304,801.38 67,062,491.16 4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952,012.39 28,836,161.99 -28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5% 6.1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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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339,467.14 2,630,639,514.92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1,608,270.32 1,595,944,708.73 5.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000.00 

金华市文化影视时尚产业十强

政府奖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07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875.00  

合计 457,695.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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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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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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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文革 境内自然人 65.17% 720,856,720 686,584,720 质押 615,126,520 

北京印纪华城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8% 141,344,454 134,624,454 质押 103,500,000 

张彬 境内自然人 7.24% 80,095,191 60,071,393 质押 80,095,191 

金翔宇 境内自然人 2.99% 33,100,000 31,538,006 质押 28,130,000 

北京川沃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 

中融金控（青岛）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0% 7,725,100 0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7,197,761 0   

上海朴沃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3,900,000 0   

莫春娥 境内自然人 0.34% 3,8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肖文革 34,2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72,000 

张彬 20,023,798 人民币普通股 20,023,798 

北京川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中融金控（青岛）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25,100 人民币普通股 7,725,10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97,761 人民币普通股 7,19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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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印纪华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6,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0,000 

上海朴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莫春娥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印纪华城的有限合伙人为肖文革，肖文革持有印纪华城 99%出资额。肖文革与印纪华城

已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其他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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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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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货币资金比年初减少118,502,251.23元，下降了43.78%，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外支付影视剧《翡翠恋人》、《修仙记》、

《火柴小姐的美味人生》等制作费、对湖南云数据公司的5,530万元的投资等，使得货币资金下降； 

2、存货较年初增加127,163,957.30元，增长了67.75%，主要原因是：本期《小米的爱情》、《亲密搭档》、《古城小女人》

等3部电视剧取得发行许可证；新开拍的电视剧《翡翠恋人》、《修仙记》等制作费支出，使得存货增加； 

3、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加55,204,926.33，增长32.74%；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对湖南云数据公司的5,530万元的投资；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12,025,694.46元，增长了42.03%，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印纪湘广继续增加机顶盒的采购； 

5、预收款项较年初增加21,290,148.90元，增长了134.03%，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客户支付的广告款增加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了4,656,011.99元，下降了57.29%，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明假期，公司提前支付了员工3月份工

资，使得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年初下降； 

7、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23,230,083.70元，降低了36.69%，主要原因是：本期全部缴纳2015年末的应交税费。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205,336.57元，增长了65.91%，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根据应交增值税计

提的附加税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4,176,168.46元，下降了40.74%，主要原因是：本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1,373,616.91元，增长了362.45%，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00,839.17元，增长了460.62%，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奖励增加所致； 

5、利润总额较上期增加30,264,971.85元，增长了33.20%，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毛利上升，使得利润总额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净额较上期增加81,788,174.38元，增长了283.63%，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生产规模进一步

扩大，日常经营性支出、影视剧投资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净额较上期增长54,877,681.19元，增加了2604.78%，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对湖南云数据

公司的5,530万元的投资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

开发行股份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用于基于有线网络的家庭互联网平台项目、电影电视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6 年 01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1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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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肖文革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锁定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和利润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较晚为

准）不转让本次发行中其所获得的

股份。 

2014 年 11

月 18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 

印纪华

城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锁定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和利润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较晚为

准）不转让本次发行中其所获得的

股份。 

2014 年 11

月 18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 

肖文革、

张彬、印

纪华城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利润补偿的承诺：印纪影视在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42,980 万元、55,840

万元、71,900 万元；印纪影视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

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38,970 万元、50,110 万元、

64,980 万元。 

2014 年 01

月 01 日 

2014 年至

2016 年三

个完整的

会计年度 

2014 年、

2015 年

已履行完

毕，2016

年正在履

行 

肖文革、

张彬、印

纪华城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1、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高金

食品《公司章程》及高金食品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行使股

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涉及本人的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关联交

易决策、回避表决等公允决策程

序。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

尽可能地减少与高金食品的关联

交易；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

署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公司

2014 年 12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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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

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高金食品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高金食品及其

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高金食品及

其子公司造成损失的，由本人承担

赔偿责任。 

肖文革、

张彬、印

纪华城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1、本人及本人

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

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

业（以下简称"相关企业"）未从事

任何对高金食品及其子公司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

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

对高金食品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

动。2、本人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

如果将来本人及相关企业（包括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设立的相

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高金食品

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

同或类似的情况，本人承诺将采取

以下措施解决：（1）本人及相关企

业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

机会与上市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可

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本人及相关企

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

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上市公司；（2）

如本人及相关企业与高金食品及

其子公司因实质或潜在的同业竞

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高金

食品及其子公司的利益；（3）高金

食品认为必要时，本人及相关企业

将进行减持直至全部转让相关企

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4）高

金食品在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

当方式优先收购本人及相关企业

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5）有利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 

2014 年 12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肖文革、

张彬、印
其他承诺 保证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 2014 年 12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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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华城 业务独立， 月 05 日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肖文革;

范红;濮

家富;付

艳;李荣

强;吴冰;

辛茂荀;

吴凡;王

宝英 

其他承诺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约束

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3、不动用

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活动；4、由董事会

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

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5、若公司公布股权激励方

案，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2016 年 01

月 0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肖文革 其他承诺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

侵占公司利益，切实履行对公司填

补回报的相关措施。 

2016 年 01

月 0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肖文革 其他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 月 9 日不减持所

持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10 日 
6 个月 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00% 至 5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5,785.6 至 32,232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1,48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业务稳健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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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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