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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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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全体成员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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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76970422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7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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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策影视 股票代码 3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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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远 张思拓 

办公地址 
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 号西溪创意产业园

C-B 座 

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 号西溪创意产业园

C-B 座 

传真 0571-81061286 0571-81061286 

电话 0571-87553075 0571-87553075 

电子信箱 zqsw@huacemedia.com zqsw@huacemedi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影视娱乐内容提供、运营和产业战略布局。 

影视娱乐内容提供、运营：主要包括全网剧、综艺节目、电影三大内容的投资、制作、发行、运营；艺人经纪及相关服务业

务；围绕内容衍生的整合营销、游戏授权、渠道运营和分发。 

产业战略布局：包括影院投资、管理、运营业务；国际合作拓展业务；参与国际合作试验区运营管理；以及战略投资合作。 

得益于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科技进步和资本追逐等多重因素，影视娱乐行业保持了强劲发展的势头，文化产

业升级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新风口。中国影视产业升级到2.0时代，产业工业化、内容互联网化、资本多元化、生态泛

娱乐化、国际合作纵深化已成为影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深化SIP战略内涵，坚持内容为王，聚焦品质，通过搭建新型组织架构、完善人才保障体制、打造数字

化影视产业赋能体系，提高了公司内容产品成为精品、爆品的概率，确立了规模化精品、爆品生产平台的行业地位，强化了

公司品牌形象和龙头优势，确保了公司在未来内容变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公司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

爆品战略，在规模化精品、爆品生产平台的基础上，持续加强大数据能力，升级数字化影视工业赋能平台，优化流程体系，

保障内容产品品质；全面拥抱互联网，推动内容和题材升级，提升爆品会员剧、网络剧创作能力；深刻洞察行业新变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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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前瞻性布局内容创新与升级，抓紧构建以爆品为核心的衍生产业生态，强化内容变现能力，达成业绩确定性的目标，

最终实现互联网时代全球一流的综合娱乐传媒集团这一长期战略目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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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5,245,589,747.45 4,444,975,810.86 18.01% 2,657,303,26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4,432,746.59 478,470,578.74 32.60% 475,481,4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6,241,272.68 383,180,425.55 45.16% 369,006,71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6,321,850.29 -690,501,497.50 -202.29% -619,307,072.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7 33.33%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7 33.33%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5% 7.79% 1.76% 11.9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2,538,906,893.37 10,383,849,176.47 20.75% 8,152,504,26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01,297,009.25 6,378,260,143.47 8.20% 5,908,072,327.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4,969,901.88 1,751,215,172.30 746,108,319.05 2,748,266,25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052,014.61 274,736,676.93 33,244,629.77 327,932,05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115,548.03 225,099,409.49 18,655,106.23 312,486,75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758,996.63 -605,863,894.61 -488,303,743.03 1,194,625,5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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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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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65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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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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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傅梅城 境内自然人 26.34% 466,171,187 349,628,390 质押 260,200,000 

杭州大策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2% 352,512,000 0 质押 220,600,000 

吴涛 境内自然人 6.11% 108,071,106 27,017,776 质押 25,000,000 

北京鼎鹿中原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4% 87,431,693 87,431,693   

上海朱雀珠玉

赤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1.73% 30,601,093 30,601,093   

汇添富基金－

招商银行－汇

添富－华策影

视－成长共享

20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57% 27,732,309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

投摩根核心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6% 22,261,643 0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1.15% 20,371,641 20,371,584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其他 1.04% 18,477,710 0   

建投华文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9% 17,486,336 17,486,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傅梅城先生持有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 89.46%的股权，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傅梅城先生为"

汇添富基金－招商银行－汇添富－华策影视－成长共享 20 号资产管理计划"之连带补足义务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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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广播电影电视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52.46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6.36亿元，比上年同

期上升29.5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06亿，与2016年度的净流出情况相比，增加了13.97亿，成功扭负为正。 

2017年，公司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深化SIP战略内涵，持续聚焦头部爆品。通过搭建新型组织架构、完善人才保障体制、打

造数字化影视产业赋能体系，提高了公司内容产品成为精品、爆品的概率，确立了规模化精品、爆品生产平台的行业地位，

强化了公司品牌形象和龙头优势，确保了公司在未来内容变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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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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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网剧销售 4,603,540,253.72 3,365,489,132.26 26.89% 29.71% 24.51% 3.04% 

影院票房 76,865,450.38 64,561,631.03 16.01% -14.70% -8.99% -5.27% 

电影销售 45,708,041.88 28,404,548.91 37.86% -83.13% -84.40% 5.06% 

游戏 14,150,943.39 3,071,320.69 78.30% -70.00% 0.00% -21.70% 

广告 48,799,745.34 6,885,026.47 85.89% 3.83% 185.50%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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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业务 138,300,107.29 92,998,772.20 32.76% 255.91% 2,390.18% -57.63% 

综艺 282,698,136.22 258,121,370.91 8.69% -26.58% -27.54% 1.20% 

其他 51,943,469.74 50,855,053.72 2.10% 1,510.33% 1,902.22%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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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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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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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和会计估计的议案》之子议案《关

于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为匹配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及平台交易业务特性，真实反映公司经营业绩，为投资者提供

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应收款项会计估计进行了变更。董

事会就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如下：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目前自身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会计估计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

司此前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根据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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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与分”之“2、收入与成本 （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法定代表人：傅梅城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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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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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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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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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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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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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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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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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