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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1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8-051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

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44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经公

司核查和落实，现将有关情况回复说明： 

问题 1：公司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45 亿元，同比下降 8.1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70 亿元，同比下降 33.76%，

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1.08 亿元，同比下降 51.68%。2017 年公司影视业务毛利率

23.11%，同比下降 35.12 个百分点；实景娱乐业务毛利率 16.73%，同比下降 64.33

个百分点。请结合业务开展情况，说明经营业绩较大幅度下滑、前述业务毛利

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并分析实景娱乐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04.88%而毛利率

大幅下降的合理性。 

回复：  

公司营业收入、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等指标对比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24,532.43 135,605.12 -8.1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6,975.22 25,625.53 -33.76% 

扣非后归母公司的净利润 10,765.48 22,791.33 -52.77% 

营业收入 124,532.43 135,605.12 -8.17% 

       其中：影视收入 20,331.36 37,399.38 -45.64% 

             广告收入 72,046.86 95,252.57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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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景娱乐收入 32,154.20 2,953.17 988.80% 

营业成本 88,595.01 80,578.38 9.95% 

       其中：影视成本 15,631.95 15,621.68 0.07% 

             广告成本 46,188.33 64,364.45 -28.24% 

             实景娱乐成本 26,774.73 592.25 4420.85% 

整体毛利率 28.86% 40.58% -11.72% 

其中：影视毛利率 23.11% 58.23% -35.12% 

广告毛利率 35.89% 32.43% 3.46% 

  实景娱乐毛利率 16.73% 79.95% -63.22% 

（1）收入分析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6 总体略有下降，降幅 8.17%，主要影响因素如

下：  

影视板块收入：2017 年度影视板块收入较 2016 年度降幅 45.64%，降幅较大，

主要原因系自 2016 年起，公司坚持打造“精品剧”战略规划，较往年相比适当

减少部分电视剧的拍摄，集中优势资源专注拍摄质量高品质好的“精品剧”。2016

年取得发行许可证的影视剧作品的有 3 部，2017 年影视剧的收入主要是 2015 年

以前发行作品及 2014 年以前作品的二轮发行产生的收入。2018 年度，长城影视

已有多部新剧开拍，预计部分剧目年底可实现收入。 

广告板块收入： 2017 年广告收入较 2016 年度下降 24.36%，主要是因为 2017

年度受市场环境影响，上海胜盟和浙江光线广告收入均有所下降。上海胜盟的主

要客户均减少户外广告投放费用，加之中韩关系紧张以及国内行业政策的日益收

紧，公司的一些主要韩国品牌及使用外籍明星代言的品牌，例如梦妆、爱茉莉等

客户的广告业务无法推进，上海胜盟公司被迫流失大量签约机会。浙江光线正处

于影视战略转型的关键期，业务类型从单一广告收入向新媒体方向进行转型，为

维护与原有广告客户的关系，同时希望能与原客户不仅仅就单纯广告业务进行合

作，从而更进一步在网剧制作、内容制作上有更深层次的广泛合作，使其在网剧、

院线电影领域与浙江光线进行影视资源对接、优势互补。因此 2017 年公司的广

告业务的收入有一定压缩。 

（2）毛利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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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毛利率的趋势来看，2017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16 年下降 12%，主

要影响因素如下： 

影视板块：长城影视近两年新剧拍摄较少，收入基本是老剧，且 9 部电视剧

首轮的上映已达 24 个月，按即定的会计政策需要结转全部成本，因此造成影视

板块毛利率下降 35.12%； 

广告板块：广告业务的毛利率与去年基本一致，略上升 3.46%左右； 

实景娱乐板块：长城影视 2017 年度现金收购了 9 家旅行社及马仁奇峰、聊

斋影视城景区，由于该部分无上年可比毛利率，本年对整体毛利率起到了拉高作

用。 

（3）实景娱乐业务收入增加而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 

2017 年度，长城影视实景娱乐业务收入较上年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为

988.80%，但毛利率却大幅下降，降幅为-63.22%，其主要原因如下： 

长城影视上年实景娱乐板块仅有诸暨长城影视城一家公司，毛利率比较高。

2017 年度，长城影视陆续收购 9 家旅行社和马仁奇峰、聊斋影视城景区，这 11

家公司的收入均属于实景娱乐板块，因此造成本年实景娱乐板块的收入大幅度上

升。其中：实景娱乐板块中的旅行社收入占实景娱乐的收入比例在 90%左右，而

旅行社行业的毛利率普遍较低，行业平均毛利率介于 10%-14%之间，长城影视

旅行社业务的毛利率在 11%左右，因此整体拉低了实景娱乐板块的毛利率。 

问题 2：2017 年末，公司对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玖

明广告有限公司、浙江光线影视策划有限公司、上海微距广告有限公司、浙江

中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 6 家公司分别存在商誉 3.15 亿

元、2.39 亿元、1.67 亿元、1.48 亿元、1.22 亿元、1.06 亿元，公司未计提商誉减

值。2017 年年末，公司商誉净额 13.50 亿元，占净资产比例为 149%。 

（1）请逐一说明前述公司的收购时间、承诺业绩、收购至今实际业绩、实

际业绩与承诺业绩之间的差异原因；说明对前述公司商誉计提减值的依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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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测算方法和减值测试过程，并说明未计提商誉减值是否足够谨慎、依据是否

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 

1、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长城影视自 2014 年至 2017 年陆续收购了 6 家广告公司、9 家旅行社和 3 家

实景娱乐公司，并形成 13.50 亿元的商誉，其中 6 家广告公司的商誉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形成商誉的公司名称 截止 2017 年末商誉金额 

1 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1,514.51 

2 上海玖明广告有限公司 23,921.79 

3 浙江光线影视策划有限公司 16,712.41 

4 上海微距广告有限公司 14,816.17 

5 浙江中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199.39 

6 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 10,559.67 

 合  计 109,723.94 

   上述公司收购时间、承诺业绩、实现业绩情况如下： 

 ①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于 2015 年 5 月末收购了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龙辉”），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承诺，东方龙辉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不低

于 5,200 万元、6,240 万元、7,488 万元、8,088 万元。  

2015-2017 年度，东方龙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三年累计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西藏山南东方龙

辉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19,091.14 18,928.00 7,538.56 7,488.00 6,253.41 6,240.00 5,299.17 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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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东方龙辉 2015 年-2017 年均实现了承诺业绩，实际业绩超过承

诺业绩。 

②上海玖明广告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于 2015 年 7 月初收购了上海玖明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玖明”），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承诺，上海玖明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不低于 4,500

万元、5,400 万元、6,480 万元、6,998.40 万元。  

2015-2017 年度，上海玖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三年累计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上海玖明广告有限公

司 
16,518.31  16,380.00  6,508.85 6,480.00 5,507.85 5,400.00 4,501.61 4,500.00 

如上表所示，上海玖明 2015 年-2017 年均实现了承诺业绩，实际业绩超过承

诺业绩。 

③浙江光线影视策划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于 2014 年 6 月末收购了浙江光线影视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光线”），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承诺，浙江光线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2,600

万元、3,200 万元。  

2014-2016 年度，浙江光线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三年累计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浙江光线影视策

划有限公司 
7,992.83 7,800.00 3,206.25 3,200.00 2,649.11 2,600.00 2,137.47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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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浙江光线 2014 年-2016 年均实现了承诺业绩，实际业绩超过承

诺业绩。2017 年度，浙江光线正处于影视战略转型的关键期，业务类型从单一

广告植入收入向新媒体方向进行转型，为维护原有广告客户的关系并与其建立更

深层次的广泛合作，因此 2017 年公司的原有广告业务的收入有一定的压缩，仅

完成净利润 313.94 万元。长城影视聘请评估机构对浙江光线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测算，本次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目前浙江

光线的拍摄计划，两部面向新媒体市场的重磅 IP《丹青》及《梦控师》将于 2018

年起逐步推出。《丹青》、《梦控师》目前已进入最后筹拍阶段。同时《假面电

影》、《寄件人不详》、《惊魂直播》、《猎凶》、《暗恋着》、《冰锋》、《亲

爱的恶作剧》、《聊斋奇幻事件簿》、《购物狂的奇思妙想》等剧本已经写好，

项目正在推行中。根据浙江光线未来 5 年收入和利润的预测，浙江光线估值价值

为 31,000 万元，远高于浙江光线的资产账面价值 9,724.57 万元，同时收入和利

润也将较 2017 年度持续稳定增长。 

④上海微距广告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于 2015 年 5 月末收购了上海微距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微距”），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承诺，上海微距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不低于 2,700

万元、3,240 万元、3,888 万元、4,200 万元。  

2015-2017 年度，上海微距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三年累计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上海微距广告有限公

司 
10,014.21 9,828.00 3,920.12 3,888.00 3,276.48 3,240.00 2,817.61 2,700.00 

如上表所示，上海微距 2015 年-2017 年均实现了承诺业绩，实际业绩超过承

诺业绩。 

⑤浙江中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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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影视于 2015 年 7 月初收购了浙江中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中影”），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承诺，浙江中影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不低于 2,300

万元、2,760 万元、3,312 万元、3,576 万元。  

2015-2017 年度，浙江中影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三年累计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浙江中影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8,409.64  8,372.00  3,319.52 3,312.00 2,768.87 2,760.00 2,321.25 2,300.00 

如上表所示，浙江中影 2015 年-2017 年均实现了承诺业绩，实际业绩超过承

诺业绩。 

⑥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于 2014 年 6 月末收购了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胜盟”），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承诺，上海胜盟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不低于 1,400 万元、1,700

万元、2,100 万元。  

2014-2016 年度，上海胜盟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三年累计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实现 

业绩 

承诺 

业绩 

上海胜盟

广告有限

公司 

5,480.27  5,200.00  2,163.95 2,100.00 1,758.64 1,700.00 1,557.68 1,400.00 

如上表所示，上海胜盟 2014 年-2016 年均实现了承诺业绩，实际业绩超过承

诺业绩。受市场环境影响，上海胜盟的主要客户均减少户外广告投放费用，加之

中韩关系紧张以及国内行业政策的日益收紧，公司的一些主要韩国品牌及使用外

籍明星代言的品牌广告业务无法推进。因此 2017 年仅实现 151.99 万元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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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影视聘请评估机构对上海胜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组可回收价值

进行评估测算，本次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目前，上海胜盟正在积极布局新媒体

领域，提供包含广告代理在内的综合服务。根据上海胜盟 2018 年度已签订的广

告代理合同及对未来 5 年的预测，上海胜盟估值价值为 17,800 万元，远高于上

海胜盟的资产账面价值 7,039.03 万元，同时收入和利润也将较 2017 年度持续稳

定增长。 

2、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长城影视每年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各广告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资产组

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利用评估结果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以东方龙辉为

例，评估师主要测试过程如下： 

（1）折现率 r 采用（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确定，公式

如下：  

 

（2） 权益资本成本 Re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式如下： 

Re＝Rf＋β ×ERP＋Rs 

式中：Re 为股权回报率；Rf 为无风险回报率；β 为风险系数；ERP 为市场

风险超额回报率；Rs 为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按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从与广告传媒行业业务相似的行业中选取相关有代

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参考公司，包括：印纪传媒、蓝色光标、粤传媒、华媒控股，

通过 wind 资讯查询以上上市公司的无财务杠杆的 Beta 系数，计算出无财务杠杆

的 Beta 系数的算术平均值为 0.6654； 

无风险报酬率以基准日距到期日十年以上的长期国债的年到期收益率的平

均值，经过汇总计算取值为 4.13%（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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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风险收益率是投资者投资股票市场所期望的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部分。

例如：在美国，Ibbotson Associates 的研究发现从 1926 年到 1997 年，股权投资

年平均年复利回报率为 11.0%，超过长期国债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约 5.8%。

这个超额收益率就被认为是股权投资风险超额收益率 ERP（Equity Risk 

Premium）。借鉴美国相关部门估算 ERP 的思路，评估师对中国股票市场相关数

据进行了研究，按如下方式计算中国股市的股权风险收益率 ERP，将每年沪深

300 指数成份股收益算术平均值或几何平均值计算出来后，需要将 300 个股票收

益率计算平均值作为本年算术或几何平均值的计算 ERP 结论，这个平均值采用

加权平均的方式，权重则选择每个成份股在沪深 300 指数计算中的权重；估算得

出超过 10 年期的 ERP=6.02%。 

企业调整值按照东方龙辉自身的风险确定 3.00%； 

采用可比上市公司平均资本结构确定被评估单位目标资本结构； 

因此最终得到折现率 r= 12.87%（所得税为 15%）；14.44%（所得税为 25%）。 

东方龙辉 2017 年末经评估确认后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稳定期 

一、营业收入  22,610.96  23,938.39  25,100.31  26,320.32  26,320.32   26,320.32  

减：营业成本  12,944.00  14,251.21  15,533.81  16,931.86  16,931.86   16,931.86  

营业税金及

附加 
 376.47   377.22   372.48   365.49   365.49   365.49  

销售费用  -     -     -     -     -     -    

管理费用  638.03   700.83   769.91   845.90   870.92   870.92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8,652.47   8,609.14   8,424.11   8,177.08   8,152.06   8,152.06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  8,652.47   8,609.14   8,424.11   8,177.08   8,152.06   8,152.06  

  减：所得税费

用 
      

四、净利润  8,652.47   8,609.14   8,424.11   8,177.08   8,152.06   8,1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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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税后利息

支出 
      

     折旧摊销  13.42   13.42   13.42   13.42   13.42   13.42  

 五、经营现金流  8,665.89   8,622.56   8,437.53   8,190.50   8,165.48   8,165.48  

 减：资本性支

出 
10.03  10.03  10.03  10.03  10.03  10.03  

     营 运 资

金增加/减少 
2,479.09  548.49  480.10  504.10  0.00  0.00  

税前自由现金

流 
6,176.77  8,064.05  7,947.41  7,676.37  8,155.45  56,322.19  

  折现系数 0.9411  0.8336  0.7384  0.6450  0.5634  0.5634  

税前自由现金流

现值 
5,813.19  6,722.21  5,868.01  4,950.98  4,594.67  31,731.12  

资产组整体价值 59,680.18        

减：负息负债                                                   

加：非经营性资

产净值 
14,905.22       

资产组可回收价

值 
74,600.00       

       

长城影视依据东方龙辉 2017 年末经评估确认的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对商誉

进行了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根据以上减值测试过程，未发现东方龙辉的商誉发生减值。 

长城影视以同样的方式，对其他各广告公司商誉减值情况进行了测试，均未

发现商誉发生减值 。 

公司名称 

经评估的

资产组的

可回收价

值 

持股比例

（2017 年

末）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账面净资

产 

按照持股比例

计算的资产组

的可回收价值

与按照持股比

例计算的净资

产金额的差额 

商誉金

额 

差额

是否

大于

商誉

金额 

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74,600.00  90.00% 21,811.66     47,509.50    31,514.5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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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对长城影视上述的减值测试过程进行了检查，同评估专家进行了讨

论，并请所内评估专家对评估公司计算的资产组可回收价值的计算过程和参数选

取进行复核。经过检查和复核，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是恰当的，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对比可比公司数据，说明应商誉占净资产比例是否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商誉占净资产比例如下表： 

公司名称 商誉金额 净资产金额 商誉占净资产比例 

慈文传媒 99,380.11 270,551.84 36.73% 

华录百纳 196,577.57 642,235.01 30.61% 

新文化 97,327.13 301,396.54 32.29% 

华谊兄弟 304,679.39 1,055,228.64 28.87% 

平均值 174,491.05 567,353.01 32.13% 

长城影视 134,973.98 90,675.53 148.85% 

以上对比数据表明，长城影视与同行业商誉金额相比虽然不高，但商誉占净

资产的比例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如下： 

①长城影视在 2014 年度借壳江苏宏宝上市时，法律上的母公司按照法律上

的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允价值确认了长期股权投资

229,051.76 万元，根据反向购买合并报表的编制原则，合并财务报表中法律上子

公司的资产、负债应以其在合并前的账面价值进行确认和计量。反向购买日东阳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65,061.43 万元，而江苏宏宝当时

的净资产已经置出，不构成业务，因此在合并过程中法律上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 65,061.43 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29,051.76 万元的

差额，不能确认商誉和损益，视为权益性交易，冲减了资本公积 163,990.33 万元，

造成长城影视合并报表净资产减少 163,990.33 万元。 

②长城影视 2016 年和 2017 年两次购买了广告公司的少数股权，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拥有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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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

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

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

留存收益。”根据以上规定，长城影视两次购买广告公司的少数股权分别冲减了

38,608.15 万元和 26,633.63 万元的净资产，合计 65,241.78 万元。 

以上因素冲减的净资产金额=163,990.33+65,241.78= 229,232.11 万元。若剔

除此因素，2017 年末长城影视净资产金额应为 229,232.11 万元+90,675.53 万元= 

319,907.64 万元，商誉占净资产金额为 42.19%，基本接近行业均值。 

（3）说明公司对标的子公司进行整合管控、业务管理的主要措施和实际效

果，说明标的子公司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核心管理团队是否稳定以及经营管理

是否对个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并分析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标的子公司经营风险

及相关管控情况。 

回复： 

公司对标的子公司进行了整合管控，业务管理的主要措施包括： 

（1）从内部控制制度上，长城影视进一步完善了《子公司管理制度》，并

严格按照执行。 

（2）对大额资金使用、主要资产处置、重要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各子公

司都需要报长城影视总部审批后，方可实施。 

（3）不允许子公司自主进行重大投融资、重大担保的决策，两项事项的决

策权在长城影视总部管理层。 

（4）建立定期财务决算体系，要求子公司及时准确的报送定期决算报表。 

（5）重大经营事项要汇报给长城影视总部管理层集体决策，并对相关人员

进行考核，奖罚措施并行，调动子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6）各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内控要求，建立了符合上市公司的多项内控制

度，同时长城影视的内审部对各子公司每年多次进行内部审计，并根据内部审计

的情况要求子公司进行整改，内审情况较好的对子公司相关责任人员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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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针对子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长城影视在收购各子公司的时候，都与

子公司的核心管理层签订了《竞业禁止协议》，要求核心管理人员 6-7 年内不得

从事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职业。截止到目前，各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未发生重

大变动。 

（8）长城影视已经建立了规范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在员工的激励、

培训、绩效考核等方面具有较为完整的相关的制度内容，各重要职能岗位也执行

了职责分离制度，禁止一个人承办全部的关键业务，各子公司的成员保持了基本

稳定，不存在对个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 

以上措施都被贯彻执行，子公司目前内部控制有效，核心管理团队稳定，不

存在对个别人员存在重大依赖。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标的子公司经营风险及相关管控情况：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标的子公司存在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以及核心员工流失

的风险。相关管控情况实施的原则是保持各自公司核心人员和业务的稳定，保证

各子公司持续发展。 

具体措施包括：持续改进目前的人力资源政策，增加绩效考核的弹性和奖励

措施，继续保持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逐步培养年轻的主管业务和财务的

各子公司中层领导，避免人力资源出现断层；逐步下派管理人员到各子公司，与

子公司原管理层一起对业务进行经营和管理，共同决策，重大经营业务由各子公

司管理层申请，长城影视总部管理层集体决策。持续改进各子公司的财务决算体

系，便于长城影视总部管理层随时掌握各子公司的财务状态和资金流向，及时处

理突发事件。 

（4）请公司执行商誉减值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并说明公司防范商誉减值

的主要措施，请充分提示未来商誉减值风险。 

回复： 

商誉减值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商誉 

减值幅度 
商誉金额 

商誉 

减值金额 

商誉减值对公司 

净利润的影响 

商誉减值对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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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的变动幅

度 

-1% 

134,973.98 

 -1,349.74   -1,349.74  -7.95% 

-2%  -2,699.48   -2,699.48  -15.90% 

-5%  -6,748.70   -6,748.70  -39.76% 

-10%  -13,497.40   -13,497.40  -79.51% 

由于公司商誉的金额较大，未来长城影视收购的子公司业绩的变动可能会导

致商誉减值情形的发生。 

公司防范商誉减值的主要措施： 

1、持续改进目前的人力资源政策，科学合理制定绩效考核的指标，促进各

子公司管理层经营的积极性； 

2、加强业务销售管理，开拓新市场，开发新客户，促使各子公司的收入和

利润持续增长。 

3、尽量不影响子公司效率的情况下，对成本进行控制，杜绝铺张浪费，提

升子公司的议价能力。 

问题 3:2017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75.76%，整体负债水平较 2016 年末

63.76%明显提高。2017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为 28.33 亿元，较期初 19.86 亿元明

显增长。请公司说明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同比明显变化的原因，结合公司货

币资金情况、现金流情况以及负债结构，分析公司偿债能力，说明公司是否面

临较大的还款压力，是否存在逾期负债。 

回复： 

长城影视 2017 年初年初资产负债率及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7 年末资产负债率 2016 年末资产负债率 变动幅度 

长城影视 75.76% 63.76% 11.99% 

    

长城影视负债构成 2017 年末负债余额 2016 年末负债余额 变动金额 

负债合计 283,345.63 198,593.43 84,7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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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短期借款    85,469.00   50,500.00  34,969.00 

     其他应付款  135,923.53   95,829.61  40,093.92 

      其中：其他应付款-

股权转让款 
 131,742.68   94,443.40  37,299.28 

     长期借款  27,111.10   22,235.86  4,875.24 

     其他负债 34,842.00  30,027.96  4,814.04  

从上表可以看出，长城影视 2017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较 2016 年末提升了

11.99%，2017 年末的负债总额较 2016 年末增加了 84,752.21 万元，主要是短期

借款增加了 34,969.00 万元、其他应付款增加了 40,093.92 万元。 

短期借款的增加主要是短期保证借款和质押借款增加所致，其他应付款增加

主要是公司一直在完善产业链布局，2017 年以现金收购方式充实实景娱乐板块，

收购了 9 家旅行社和马仁奇峰景区、淄博影视城景区，造成购买子公司的未付股

权款增加。 

2017 年末，长城影视货币资金余额 19,842.97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中的银行

理财产品为 3,124.00 万元即将到期，到期后可以随时用于支付，因此实际长城影

视广义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22,966.97 万元。 

2017 年度，长城影视销售商品的现金流为 125,939.54 万元，而营业收入为

124,532.43 万元，销售商品的现金流/营业收入=125,939.54 万元/124,532.43 万元= 

1.01, 同时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金额为 29,569.76 万元，充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能够满足公司对即将到期负债的偿还。 

另外，从负债结构上看，2017 年末，其他应付款-股权转让款 131,742.68 万

元，占负债总额的 46.50%，上市公司根据收购的子公司未来各年利润完成情况

陆续支付，短期内并非全部支付。如扣除该股权转让款，公司的流动负债由

283,345.63 万元降低到 118,772.66 万元，而流动资产为 165,302.93 万元，流动比

率将变为 1.39，速动比例将变成 1.26，公司有充足的资金安排支付短期债务。 

目前公司的运行良好，营运资金充足，不存在较大的还款压力，更不存在逾

期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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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2017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3.39 亿元，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2.36 亿元，整体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7.64%，较上年提高 2.08 个百分点。请分

析应收账款周转情况和账龄情况，说明应收账款质量以及账龄结构是否发生较

大变化，说明整体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同比提高的主要原因，说明相应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谨慎，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 

2017 年末，长城影视应收账款周转率如下： 

公司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A) 

期初应收账款账

面价值（B） 
营业收入（C） 

应收账款周转

率

(=C/(A+B)/2) 

长城影视  110,242.22   101,719.48  124,532.43 1.18 

 同行业影视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如下：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周转率 

慈文传媒 1.27 

华录百纳 0.90 

欢瑞世纪 1.25 

唐德影视 1.40 

平均值 1.205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长城影视 2017 年末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1.18，与同行业均值 1.205 不存在重

大差异。 

从长城影视应收账款的账龄情况上看，长城影视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主要是

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如下表：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7 年

余 额 占

总 额 比

（%） 

2016 年

余额占

总额比

（%） 

应收账款 

余额 

坏账准备

余额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余

额 

1 年以内  47,604.18      713.43   59,198.72   2,959.94   35.56   49.14  

1 至 2 年  36,685.95    3,668.59   42,591.90   4,259.19   27.41   35.36  

2 至 3 年  36,476.50   10,947.27   14,295.95   7,147.98   27.25   11.87  

3 年以上  13,086.33    8,282.55    4,380.31   4,380.31   9.78   3.64  

合   计  133,852.96   23,611.83   120,466.89   18,747.41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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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从两年账龄分析来看，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全部余额的比例

较大，账龄结构总体未发生重大变化。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增多这是与影视行业

应收账款自身的特点有关。根据电视剧销售的行业特点，公司电视剧作品销售后

与购买方的结算模式一般约定为：买卖双方签订购片合同后，电视台或者其他购

买方一般分供片合同签约、播出母带到带、平台安排播出等不同节点支付购片款，

并在电视剧播映完毕后一定期限内支付尾款。近几年，各电视台因广告大幅下滑，

因此对于付款都会采取“拖延战术”，即便按时分期付款，完成合同可能也需要

三四年时间。因此，影视板块应收账款回款慢，是导致应收账款账龄的增长及整

体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提高的主要原因。长城影视十分重视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

正在制定各种政策和办法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款，必要时候会使用法律手段进行催

收。     

长城影视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与同行业比较如下： 

同行业公司名称 
账龄分析法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3 至 4 年 4 至 5 年 5 年以上 

长城影视 1% 10% 30% 50% 100% 100% 

华策影视 1% 10% 30% 50% 100% 100% 

慈文传媒 5% 10% 50% 100% 100% 100% 

华录百纳 1% 10% 30% 50% 100% 100% 

新文化 1% 10% 30% 50% 100% 100% 

欢瑞世纪 1% 5% 50% 100% 100% 100% 

华谊兄弟 1% 5% 50% 100% 100% 100% 

唐德影视 1% 5% 5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公告 

以上比较说明，长城影视坏账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与可比上市公司水平基本

相同，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谨慎的，并按即定的坏账政策充分的计提了坏账准备。 

问题 5：请说明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票的质押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时间、质押期限、质押权人、融资用途、融资金额、预

警线、平仓线、到期日（回购日）等事项，并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针对

未来潜在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除存在质押以外，相应股份是否还

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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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义务。此外，请说明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采

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回复： 

（1）请说明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票的质押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时间、质押期限、质押权人、融资用途、融资金额、预

警线、平仓线、到期日（回购日）等事项，并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针对

未来潜在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就上述股权质押事项，公司向控股股东长城集团发出问询，得到长城集团

回复如下： 

截止 2018 年 7 月 4 日，我司合计持有长城影视股票 195,052,314 股，累计

被质押 168,655,982 股，占我司所持长城影视股票总数的 86.47%，主要用于我

司日常运营、对外投资等用途。质押期限为自每笔股票质押开始之日至质权人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为止。由于近期股票市场呈下跌走势，近期已经进行了

补充质押及追加保证金等措施，保障我司持有长城影视股票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

内。质押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 东

名称 

质押股数

（万股） 

质 押 开

始日期 

质押期限 质押权人 融资金额

（万元） 

到期日（回

购日） 

长 城

集团 

1236 2016 年

3 月 8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4200 无 

1930 2017 年

8 月 21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建国支行 

7427.1 
2019 年 3

月 14 日 

2520 2017 年

10 月 17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 
2018 年 10

月 16 日 

2520 2017 年

10 月 30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 
2018 年 10

月 27 日 

1500 2017 年

11 月 13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国民信托有

限公司 8946 
2018 年 11

月 12 日 

3000 2018 年

1 月 18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3100 

2019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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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记手续之日为止 

2650 2018 年

2 月 8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8000 
2019 年 2

月 8 日 

500 2018 年

3 月 21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公司 

3038 
2019 年 1

月 15 日 

250 2018 年

6 月 25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补充质押 
2019 年 2

月 8 日 

600 2018 年

6 月 26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国民信托有

限公司 补充质押 
2018 年 11

月 12 日 

80 2018 年

6 月 27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75 
2019 年 1

月 10 日 

50 2018 年

6 月 29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补充质押 
2019 年 1

月 13 日 

29.5982 2018 年

6 月 29

日 

自质押开始之日至质

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为止 

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65 
2018 年 9

月 30 日 

我司历次质押股票预警履约保障比例为 150%-170%，强制平仓比例为

130%-150%，质押比例为四折-六折，按季结息。目前，我司与质权人保持密切沟

通，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拟通过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等方式防范触发平仓风险。

我司股份质押合同到期后，我司将以自有资金偿还质押借款本息并解除股票质

押。 

我司资产充足，融资渠道较为畅通，总体上质押股份未来潜在的平仓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之内。此外，在上述质押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我司还将采取以质权

方认可的其他资产向质权人作抵押进行增信以降低质押风险等积极措施，确保质

押的股份不被强制平仓，以保持对上市公司控股权的稳定。 

依据相关质押合同关于平仓条款的约定、长城影视近期股价走势以及我司为

防止平仓风险拟采取的措施，截至目前，我司上述质押股份未来潜在的平仓风险

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2）说明除存在质押以外，相应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如

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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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长城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

情形。 

（3）此外，请说明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采

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回复： 

2014 年，作为江苏宏宝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交

易对方之一，长城集团出具了《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声明及承诺书》，承诺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

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此承诺长期有效，并严格执行。公司在每年年度报告中

披露长城集团的承诺执行情况。 

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

理制度》，保证上市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控股股东长城集团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得利用关联交易、

资产重组、垫付费用、对外投资、担保、利润分配和其他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侵占

上市公司资金、资产，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至少每季度查阅一次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了解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转移公司资金、资产

及其他资源的情况，并出具《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及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情况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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