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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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马利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胥敬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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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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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309,821.52 1,373,798,675.52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89,921,285.75 354,847,774.43 9.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849,887.78 -0.29% 157,928,820.32 -3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431,725.58 326.26% 34,669,355.81 13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74,920.31 349.25% 18,689,917.81 39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59,176,953.11 17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325.64% 0.1061 137.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325.64% 0.1061 13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0.34% 5.06% 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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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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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1,530.28 

税收返还；旅游局奖励基金；服

务业专项发展资金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2,928.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60,862.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17.02  

合计 15,979,43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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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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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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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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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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文化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8% 52,535,938 21,390,374 质押 50,000,000 

邱晓勤 境内自然人 4.97% 16,252,956    

四川圣达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10,000,000  

质押 10,000,000 

冻结 1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2.22% 7,242,164    

赵锐勇 境内自然人 1.01% 3,300,000 2,475,000   

深圳新安湖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2,297,901    

张惠丰 境内自然人 0.69% 2,264,300  质押 2,264,200 

吉贵宝 境内自然人 0.55% 1,800,000    

山东富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1,553,271    

王明金 境内自然人 0.41% 1,32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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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1,145,564 人民币普通股 31,145,564 

邱晓勤 16,252,956 人民币普通股 16,252,956 

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7,242,164 人民币普通股 7,242,164 

深圳新安湖实业有限公司 2,297,901 人民币普通股 2,297,901 

张惠丰 2,26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4,300 

吉贵宝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山东富源投资有限公司 1,553,271 人民币普通股 1,55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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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金 1,32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7,800 

涂素梅 1,307,550 人民币普通股 1,307,5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根据长城集团与圣达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至圣达

集团质押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 10,000,000 股股权转让的手续办理完毕的期间内，圣达

集团委托长城集团管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10,000,000 股股权。在托管期内，长城集团根

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权行使圣达集团该项股权的股东权利，并履行圣达

集团该项股权的股东义务。2、赵锐勇是长城集团实际控制人。3、除前述第 1、2 条所

述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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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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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金额   金额  

应收票据  -    1,250,000.00  -100.00% 票据到期托收 

预付款项  30,778,101.20   59,189,595.05  -48.00%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其他应收款  110,947,895.49   160,009,587.11  -30.66%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及焦化厂处

置应收款收回 

在建工程  16,673,277.01   8,488,162.63  96.43% 新增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280,278,675.79   200,914,347.64  39.50%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子公司新

增购入土地使用权 

长期待摊费用  37,549,862.38   20,364,662.31  84.39% 正常经营形成长期摊销的费用 

应付账款  15,214,581.91   25,189,646.69  -39.60%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应付职工薪酬  1,523,906.71   3,714,547.83  -58.97%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应付利息  1,969,748.83   559,947.35  251.77% 融资力度加大，相应计提应付利息增加 

长期应付款  219,775,955.71   127,133,452.27  72.87% 新增长期应付融资租赁款 

递延收益  93,800,000.00   100.00% 本期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形成递延收益 

项目  年初到本报告期

末数  

 上年同期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金额   金额  

营业收入  157,928,820.32   230,742,601.52  -31.56%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营业成本  63,708,184.84   123,184,212.28  -48.28%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9,053.86   570,736.37  -38.84%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管理费用  40,839,352.69   61,426,529.53  -33.52%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财务费用  16,514,004.54   7,633,681.33  116.33% 增加了融资，相应财务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764,129.15   16,244,784.97  -104.70% 收回款项 

营业外收入  21,572,173.79   2,786,025.39  674.30% 子公司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533,390.52   89,038,953.55  -99.40% 上年同期计提了预计负债导致 

所得税费用  3,729,112.37   7,812,717.60  -52.27%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34,669,355.81   -93,373,570.37  137.13% 处置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及其他综合

原因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9,176,953.11   58,936,373.52  170.08% 正常经营形成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513,247.00  -134,617,676.28  -79.56% 处置子公司收到股权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  -138,764,692.13   79,285,660.92  275.02% 支付股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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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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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 2017 年 7

月 28 日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比例不低于 5%，不超过

10%。截止本报告期，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增持

254,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8%，公司董事会将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7 年 07 月 27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城

动漫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3） 

为了推动动漫产业的长足发展，开拓多种资本合作模式，

长城动漫与北京娱乐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签订《联合投资

制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投资《咕噜咕噜美人鱼 2》动

漫电影的制作。根据相关筹备计划和安排，电影拟定于

2017 年 12 月份上映。截止本报告期，电影制作按计划推

进中。 

2017 年 07 月 28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城

动漫关于公司与北京娱乐宝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联合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8） 

2017 年 08 月 04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城

动漫关于公司与北京娱乐宝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联合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7-054） 

基于公司整体业务发展需要及战略规划基础出发，为整合

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经营

效益，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与控股子公

司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沟通后，拟对其进

行解散清算，截止本报告期，解散清算程序正在进行中。 

2017 年 06 月 08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城

动漫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37）、《长

城动漫关于解散清算控股子公司攀枝花

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8） 

2017 年 08 月 30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7 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子公司滁州创意园于 2017 年 6 月 7 日收到 9,380 万元

文化产业扶持资金，截止本报告期，该款项暂未定性。该

笔款项增加了公司的现金流，给公司的生产运营提供了必

要帮助。 

2017 年 06 月 07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子公司滁州长城国际动漫旅游创意园有

限公司收到政府返奖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6） 

2017 年 08 月 30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7

年半年报全文》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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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09 月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滁州创意园的

政府补贴和专项扶持资金情况；动漫电影进展情况；大股东增持情况；

公司未来发展布局等。 

2017 年 09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投资者关系信息"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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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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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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