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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1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7-031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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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2542987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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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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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珂 符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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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1-85026150 0571-8502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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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广告营销及实景娱乐等。 

1、影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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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2、广告营销业务：主要由上海胜盟、浙江光线、上海微距、东方龙辉、浙江中影、上海玖明六家子公司

构成，业务涵盖电影映前广告、户外媒体广告、优质电视媒体资源代理等。 

3、实景娱乐业务：公司诸暨创意园正式投入运营，实景娱乐版块收入来源主要为商铺出租、门票收入和

影视拍摄服务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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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355,621,551.74 993,443,414.26 36.46% 510,130,76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328,543.25 231,933,721.14 10.52% 196,561,90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7,913,293.37 203,178,361.73 12.17% 178,760,64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869,580.40 150,610,269.00 101.76% -13,465,07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4 11.36%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4 11.36%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4% 22.28% 9.66% 20.3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981,981,641.24 2,917,122,724.80 2.22% 1,621,549,67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4,221,787.80 963,974,774.92 -13.46% 1,062,668,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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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03,168.29 342,046,053.52 274,362,133.38 484,010,19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14,299.16 47,799,550.51 46,223,736.59 145,890,95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32,261.16 41,988,637.03 37,053,583.22 137,039,08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70,139.37 116,556,874.28 93,548,041.53 71,694,5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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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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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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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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3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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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80,000 

王培火 境内自然人 2.24% 11,760,130 7,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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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1,326 质押 2,747,400 

国投瑞银资管

－浙商银行－

国投瑞银资本

长影增持一号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21% 6,350,9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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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17% 6,148,848 0   

中国农业银行

－富国天瑞强

势地区精选混

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6% 5,06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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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国投瑞银资管－浙商银行－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一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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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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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6年公司经历了稳步发展的一年，影视业务稳步推进，广告业务大幅度增长，诸暨创意园实现盈利。公

司一方面继续提升在影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在影视领域的行业地位；同时促进广告业务、实景

娱乐业务、影视业务之间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链拓展，提升核心竞争力。坚定打造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文化传媒集团的发展方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作品得到了各级主管部门的认可，并获得了多项荣誉： 

· 电视剧《人民总理周恩来》荣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 电视剧《群英会》荣获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精品工程奖”。 

· 电视剧《我把忠诚献给你》荣获天津广播电视台年度电视剧最佳合作奖、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2016

年度收视贡献奖 、湖南广播电视台经视频道湖南省网收视贡献奖、湖南广播电视台经视频道长沙市

网收视贡献奖。 

· 电视剧《独立纵队2》荣获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收视贡献奖、四川影视文艺频道收视贡献奖、深

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2016年度收视贡献奖。 

· 电视剧《地雷英雄传》以2016年度湖南省网收视第一名的佳绩荣获湖南收视金奖、荣获2016年南方盛

典电视剧收视贡献奖。 

· 电视剧《家国恩仇记》荣获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2016年度最佳合作伙伴奖。 

· 电视剧《孤胆英雄》荣获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2016年度收视贡献奖。 

· 电视剧《冷枪手》荣获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2016年度收视贡献奖。 

· 电视剧《东北剿匪记》荣获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2016年度收视贡献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5,562.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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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32.8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791.33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17%。 

1、影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影视业务收入37,399.38万元，收入主要来源于电视剧《家国恩仇记》、《烽火线》、《大

西北剿匪记》、《大玉儿传奇》、《地雷英雄传》、《独立纵队2》、《婚姻攻防战之爱要付出》、《天

下第一刀》、《英雄诀》、《母爱如山》、《乞丐皇帝与大脚皇后传奇》、《镖王传奇》、《群英会》的

发行收入。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耕精品剧业务，新取得三部剧的发行许可证，分别是：《家国恩仇记》

（50集），发行许可证号为“（浙）剧审字（2016）第015号”；《大西北剿匪记》（46集），发行许可证号

为“（浙）剧审字（2016）第021号”。《烽火线》（42集），发行许可证号为“（浙）剧审字（2016）第036

号”。 

2、广告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广告业务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95,252.5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4.61%。报告期内，公

司完成了部分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收购；收购东方龙辉30%股权、上海微距30%股权、上海玖明25%

股权。目前，公司广告业务板块由上海胜盟、浙江光线、上海微距、东方龙辉、浙江中影、上海玖明六家

子公司构成，业务涵盖电影映前广告、户外媒体广告、优质电视媒体资源代理等。广告板块在保障公司业

绩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与影视娱乐、实景娱乐版块进行融合，进行包括广告植入、广告投放等多方面

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内容+广告”协同发展的优势。 

3、实景娱乐： 

报告期内，诸暨创意园正式投入运营，收入来源主要为商铺出租、门票收入和影视拍摄服务收入，报告期

内已经实现盈利。目前诸暨创意园正在新建大型VR虚拟工程《西施吴越争霸》，预计该项目将会成为诸暨

创意园的又一亮点。未来随着诸暨创意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提升，客源流量和剧组进驻率有望进一步提

升，从而提升实景娱乐板块的毛利率，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4、产业链延伸：  

公司坚定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传媒集团的发展方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报告期内，

公司进一步寻求完善产业链。2016年12月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首映时代和德纳影业

100%股权，目前该项收购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交证监会。首映时代

是由被称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的顾长卫导演及著名演员蒋雯丽女士联合创立；顾长卫导演早

年摄影作品《霸王别姬》曾获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首部导演作品《孔雀》即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公司看重顾长卫导演和蒋雯丽女士在电影领域的积累以及国际影响力，收购首映时代意在完善公司在影视

板块的布局，增强公司在电影领域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德纳影业是一家新三板挂牌的连锁影院投资管理

公司，其旗下设五家影院，单体影院质量好，管理能力突出；其中杭州萧山德纳影院单体票房常年位居全

国前列，收购德纳影业意在完善公司渠道端布局，形成内容和渠道端的促进发展。若公司此次重组完成，

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增强公司在文化传媒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

的文化传媒集团，将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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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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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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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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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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新设子公司  

1、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曲水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

万元人民币，曲水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7月7日取得由曲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40124MA6T1E6T32的《营业执照》。 

2、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微距广告有限公司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西藏古邑广告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西藏古邑广告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4月12日取得由曲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40124MA6T16MH5A的《营业执照》。 

3、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西藏胜盟广告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西藏胜盟广告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4月7日取得由曲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40124MA6T18546K

的《营业执照》。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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