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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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雅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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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718,529.61 5,639,645,106.68 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807,867,783.32 4,787,313,269.0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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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30,417.78 -34.24% 353,137,404.17 4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23,709.84 110.25% 46,259,099.75 14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98,645.62 109.21% 45,307,872.33 21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89,558,859.88 13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0 111.07% 0.0641 145.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0 111.07% 0.0641 145.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0.49% 0.96%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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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6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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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2,717.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990.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22  

合计 951,227.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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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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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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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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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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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4% 113,841,309 0 质押 113,840,598 

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4% 111,649,909 111,649,909   

西藏金宝藏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0% 52,816,457 52,816,457 质押 39,600,000 

西藏九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7% 47,516,300 47,516,300 质押 47,509,995 

石河子无极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7% 38,085,201 38,085,201 质押 37,999,995 

新疆嘉梦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5% 37,990,695 37,990,695 质押 12,540,000 

西藏金桔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4% 31,390,123 31,390,123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四组合 
其他 1.94% 14,000,0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98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5% 13,402,94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1.37% 9,876,03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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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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3,841,309 人民币普通股 113,841,30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98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3,402,942 人民币普通股 13,402,94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9,876,038 人民币普通股 9,876,038 

王小燕 3,83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3,100 

沈奇辉 2,925,591 人民币普通股 2,925,591 

姜云 2,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0,000 

连柔玲 2,4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5,000 

林泽华 2,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 

毛东明 2,30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盆 98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新疆嘉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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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53,137,404.17 242,208,657.25 45.80% 本报告期影视板块项目

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11,406万元 

营业成本 177,070,123.23  101,743,231.72 74.04% 本报告期影视板块项目

收入对应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加约7,560万元 

销售费用 7,766,298.34 5,676,484.71 36.82% 本报告期影视项目服务

费较上年同期增加286万

元 

管理费用 126,417,058.18 129,296,190.33 -2.23%  

财务费用 -12,208,157.34 -10,548,270.56 -1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9,558,859.88 -606,913,697.30 131.23% 主要是本报告期影视项

目分账款较上年同期增

加约79,000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854,000.11 

     

    -80,602,101.66 31.94% 本报告期有支付舟山嘉

文喜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投资款

2,500万元；上年同期有

支付军庄镇影视文化综

合体项目5,000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0,095,262.36       -58,365,352.38 -140.03% 本报告期支付回购二期

股权激励款11,042万元，

支付股利分红款2,967万

元；上年同期支付股利分

红款5,836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390,402.59 -745,881,151.34 99.28% 上述各项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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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暨重大合同进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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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电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与东阳长生天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长生天”）、世纪长生天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长生

天”）签署《电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三方就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开展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重大合

同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 

2018年9月5日，《封神三部曲》已正式开机。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对外披露公告。 

二、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企升亿达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企资本”）和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舟山嘉木同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舟山嘉

文喜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或“合伙企业”），中企资本为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总规模50

亿元，其中一期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90,000万元，普通合伙人中企资本认缴出资总额为100万元，北京文化作为一般级有限

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45,000万元，一期基金剩余额度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为泛娱乐

产业的股权投资以及优质项目投资。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副董事长娄晓曦先生全权负责该基金一期的设立、运作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关于拟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以及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第五

节“十六、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截至目前，基金营业执照已经办理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1MA2A2K1449），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对外

披露公告。 

三、关于公司关于转让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情况 

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提高管理效率，节约成本费用，公司于2018年8月2日与嘉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凯城”）签署《关于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公司持有的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

限公司100%股权及其附带之全部权益转让给嘉凯城，其中股权转让价款105,345.68元，债权29,894,654.32元，共计30,000,000

元。本次转让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艾美（北京）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已完成转让及工商变更手续，公司不再持有其任何股份。 

四、影视项目进展情况 

1、电影 

作品 （计划） 

开拍时间 

（预计） 

发行档期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进度 

《英雄本色2018》 2016.12 2018.01.18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丁晟 

主演：王凯、马天宇、王大陆 

已公映 

《猫与桃花源》 2017 2018.04.05 取得公映 

许可证 

宣发 导演：王微 

制片人：于洲 

已公映 

《脱单告急》 2016.04 2018.04.20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柯孟融 

监制：陈正道 

主演：董子健、钟楚曦、春夏 

已公映 

《我不是药神》 2017.03 2018.07.05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文牧野 

监制：宁浩 

主演：徐峥 

已公映 

《美食大冒险之英雄

烩》 

2017.01 2018.08.17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孙海鹏 已公映 

《你是凶手》 2016.05 2019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王昱 

主演：宋佳、王千源、冯远征、李九霄 

后期制作 

《全民直播》 2017.02 201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胡茄 

主演：张子贤 

后期制作 

《流浪地球》 2017.05 2019 取得拍摄 投资、宣发 导演：郭帆 后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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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主演：屈楚萧、吴京 

《西游日记：天蓬传》 2018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监制：许月珍 

原著：今何在 

筹备中 

《什刹海风云》改名

《成长在明天》 

2018 2018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编剧：叶京 后期制作 

《刺猬小子2》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黄健明 筹备中 

《时间之外》 2018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刘晓世 

监制：宁浩、张一白 

编剧：邢爱娜 

主演：待定 

筹备中 

《七年之痒》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刘杰 筹备中 

《跳舞吧！大象》 2018 201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林育贤 

编剧：陈舒 

主演：艾伦、金春花 

后期制作 

《让我留在你身边》 2018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编剧：张嘉佳 筹备中 

《特警队》 2018.09.07 201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丁晟 

 

拍摄中 

《无名之辈》  2018.11.16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饶晓志 

主演：陈建斌、任素汐、章宇、潘斌龙 

后期制作 

《妈阁是座城》 2017.08 201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李少红 

编剧：严歌苓、陈文强 

主演：白百何、姜武、耿乐、曾志伟、刘嘉玲、

易烊千玺、闫妮、梁天 

后期制作 

《刀背藏身》 2016.07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编剧：徐浩峰 后期制作 

《傻瓜照相机》 2018.12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李非 

监制：姜文 

艺术顾问：张黎 

筹备中 

《两只老虎》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李非 

监制：严歌苓 

筹备中 

《诗眼倦天涯》 2018.05 201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徐浩峰 

主演：陈坤、周迅、宋佳等 

后期制作 

《岁月忽已暮》 2016.04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秦小珍 

监制：张嘉辉 

主演：张子枫、姜潮、宋威龙 

后期制作 

《封神三部曲》 2018.09 2020-2022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乌尔善 

编剧：冉平、冉甲男、乌尔善 

拍摄中 

《下班》 2018.07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田友良 

编剧：赖宝 

筹备中 

2、电视剧 

作品 （计划） 

开拍时间 

（预计） 

发行档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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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云巅之上》  2018 取得发行 

许可证 

发行 导演：李慧珠 

编剧：尔笛 

主演：陈晓、袁姗姗、郭晓东、蒋梦婕、张哲

瀚等 

已播出 

《高兴遇见你》 2016.04 2018.08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 导演：姜信孝、金亨植 

主演：徐璐、杨玏、王阳、曹卫宇、张佑天 

已播出 

《极品一家人》 2016.03 待定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摩登视界 

投资 

导演：孙皓 

编剧：赵犇、黄苇、平平、沈嵘 

发行中 

《江山不悔》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总导演：张黎 

编剧：刘伽茵 

筹备中 

《沧海丝路》 2017.04 2018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承制 总导演：张黎 

导演：刘国权 

送审中 

《羽传说》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总监制：张黎 

 

筹备中 

《天涯明月刀》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总导演：张黎 

编剧：钱雁秋、刘伽茵 

筹备中 

《爱归来》 2016.03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王梦继 

编剧：张晓芸、李慧善[韩] 

主演：权相佑、李念、王耀庆 

后期制作 

《谢家皇后》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原著：越人歌 

编剧：墨舞碧歌 

筹备中 

《欢喜猎人》 2016.12 2018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发行 导演：沈煜杰 

编剧：包贝尔、张鹏 

主演：包贝尔、贾玲、包文靖 

发行中 

《大明皇妃孙若微

传》 

2017.12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策划

服务 

监制：张黎 

制片人：姚昱竹 

编剧：安建、张挺、戴津 

导演：张挺 

主演：汤唯、朱亚文 

后期制作 

《我爱你，这是最好

的安排》 

2017.09 2018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 导演：陈林海 

监制：董波 

编剧：王莉萱 

主演：张彬彬、郑合惠子 

发行中 

《爱我就别想太多》  2018 取得发行 

许可证 

发行 导演：曹会生、韩杰 

编剧：胡平、韩杰 

主演：陈建斌、李一桐、潘粤明、张姝、曹然

发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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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孔千千 

《爱无痕》  2018 取得发行 

许可证 

发行 导演：尹涛 

编剧：马广源 

主演：佟丽娅、杨烁、佟大为、关悦、彭冠英 

发行中 

《倩女幽魂》 2018.10 201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阮继志、祝明 

主演：郑爽等 

筹备中 

《模范生》 2018.11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编剧：夏添工作室 

剧本顾问：蒋雨航 

筹备中 

《澳门故事》 2018 2019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原著：严歌苓 

监制：李少红 

筹备中 

《洪武风云》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编剧：夏添工作室 

剧本顾问：蒋雨航 

筹备中 

《烟花易冷》  2018 取得发行 

许可证 

发行 导演：谢涛 

主演：张雯、刘恩佑、李雅男、秦焰、李天柱、

俞小凡 

发行中 

《燃情父子》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刘伽茵 剧本创作

中 

《大宋宫词》 2018.06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张永琛及其团队 

导演：李少红 

主演：刘涛、周渝民等 

拍摄中 

《素手遮天》 2017.06 2018.07  投资 导演：于敏 

监制：张纪中 

制片人：陈紫函 

已播出 

《穿过沧海只为见到

你》 

2017.05 2018  投资、发行 导演：张族权 

总制片人：彭晓菁、刘海英 

主演：宣璐、王羽铮、杨奇鸣 

发行中 

《人皇纪》 待定 待定  投资 原著：黄埔奇 筹备中 

《大收藏家》 待定 待定  投资 原著：小石浪 筹备中 

《逆袭者》 待定 待定  投资 原著：罗晓 筹备中 

《神盾的荣耀》 待定 待定  投资 刑侦顾问：李昌钰 

文学顾问：阿城 

总策划：刘伽茵、刘海英 

青年导演团队 

筹备中 

注：电影《宝贝儿》已转出，该项目减少对公司经营没有重大影响。上述经营计划并不代表公司对2018年度的盈利预测，

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暨重大合 2017 年 03 月 1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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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展的情况 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

169056?announceTime=2017-03-17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情况 2018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5

130612?announceTime=20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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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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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8,200 58,200 0 

合计 58,200 58,2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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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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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

8-07-04/1205123279.DOC 

2018 年 07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

8-07-05/1205128158.DOC 

2018 年 07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

8-07-11/1205141217.DOC 

2018 年 07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

8-07-12/1205146469.DOC 

2018 年 07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

8-07-20/1205218777.DOC 

2018 年 07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

8-07-20/1205218818.DOC 

2018 年 08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

8-08-22/1205316295.DOC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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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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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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