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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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钟君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文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童知

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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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3,702,690.43 4,104,718,313.94 1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93,028,491.94 3,120,347,511.29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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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00,773.85 52.77% 527,317,483.66 2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567,864.79 541.73% 172,680,980.65 

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

193,215,202.97元，同比实现扭亏

为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698,130.54 

较上年同期增加扣非净

利润 121,001,254.55

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158,654,970.06 

较上年同期增加扣非净利润

215,581,920.51元，同比实现扭亏

为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634,716,319.29 
较上年同期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净流出 205,523,561.08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9 541.73% 0.1760 较上年同期增加 0.20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9 541.73% 0.1760 较上年同期增加 0.20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9% 3.07% 5.39% 较上年同期增加 6.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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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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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0,719.30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而获得的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886,792.4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492,164.38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到期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256,116.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99,287.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80,494.03  

合计 14,026,01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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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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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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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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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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7% 106,651,376 106,651,376 质押 105,504,587 

钟君艳 境内自然人 6.17% 60,569,259 56,638,818 质押 56,638,818 

欢瑞世纪（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1% 57,938,783 57,938,783 质押 24,299,500 

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2% 51,241,586 22,935,779 质押 22,935,821 

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 49,194,111 49,194,111 质押 49,194,111 

南京顺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35,741,267 30,737,490 质押 30,737,490 

萍乡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24,444,549 6,600,030   

弘道天华（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北京青宥瑞禾文化传媒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质押 22,935,779 

包头市龙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21,470,583 18,464,702 质押 18,46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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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8,305,807 人民币普通股 28,305,807 

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693,850 人民币普通股 20,693,850 

萍乡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844,519 人民币普通股 17,844,519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84,103 人民币普通股 12,084,103 

新时代宏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1,968,423 人民币普通股 11,968,423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1,913,996 人民币普通股 11,913,996 

东海证券创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10,441,956 人民币普通股 10,441,956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宿迁华元兴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95,109 人民币普通股 5,295,109 

王贤民 5,279,934 人民币普通股 5,279,9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欢瑞、浙江欢瑞、欢瑞联合和钟君艳以及未列入前 10名股东名

册里的陈援、陈平、钟金章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青宥仟和、青宥瑞禾、弘道天华、深圳弘道以及未列入

前 10名股东名册的弘道晋商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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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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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317,828,666.17 203,003,918.77 56.56% 主要系预付制片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84,308,647.67 48,769,948.20 72.87% 主要系应收联合摄制款增加所致。 

存货 1,478,441,138.89 751,518,102.61 96.73% 
主要系投拍的电视剧剧目(如《江山永乐》《盗墓笔记 2》《听雪楼》《天目危机》《封神之天启》《锦衣

之下》等）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45,000,000.00 159,000,000.00 179.87% 主要系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7,971,555.17 304,456,655.91 -41.54% 主要系应付摄制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550,380,424.42 301,704,101.56 82.42% 主要系预收制片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7,118,744.65 87,839,563.79 -46.36% 主要系缴纳年初应缴税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229,939,408.33 129,793,719.16 77.16% 主要系应付联合摄制分成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00,000,000.00 0.00 - 主要系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178,934,587.71 363,010,368.12 -50.71% 
剔除上年同期周播剧场广告成本约 2.14亿元的影响因素后，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 20.00%，系

与营业收入同步增长。 

管理费用 50,905,955.78 31,763,067.97 60.27% 主要系办公场所房租、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以及因新增员工带来的人工费用等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55,747.33 7,453,736.26 -107.46% 主要系因汇率变动产生的未实现外币汇兑收益、银行借款利息净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006,791.20 -6,865,108.40 - 主要系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56,116.44 5,008,819.44 -74.92% 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2,802,475.43 21,830,821.92 -41.36% 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1,590,385.47 14,119,028.96 123.74% 主要系艺人经纪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4,716,319.29 -429,192,758.21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205,523,561.08元净流出，主要系支付的电视剧拍摄制作成本费用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96,589.42 -538,739,694.46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573,736,283.88元净流出，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金额稍大于购买金额，而上年同期到期赎回金额远小于购买金额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199,842.31 -39,035,681.82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414,235,524.13元净流入，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银行

借款净流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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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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渝证调查字2017031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如本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

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

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

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11.11.3

条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8年）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 

进行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 

07月 17日 公告编号：2018-62，公告名称：《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08月 17日 公告编号：2018-70，公告名称：《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09月 15日 公告编号：2018-76，公告名称：《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股票期权的授予与取消 

07月 11日 
公告编号：2018-59，公告名称：《监事会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07月 18日 
公告编号：2018-64，公告名称：《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07月 26日 
公告编号：2018-67，公告名称：《关于向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公告》。 

09月 20日 公告编号：2018-77，公告名称：《关于终止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董事长完成公司股票增持 08月 10日 公告编号：2018-68，公告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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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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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84,500 24,500 0 

合计 84,500 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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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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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