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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6                            证券简称：新文化                            公告编号：2019-012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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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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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敏 董事 无法联系到其本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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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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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230,19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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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 股票代码 3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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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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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汪烽 张津津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 444 号北区 238 室 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 444 号北区 238 室 

传真 021-65873657 021-65873657 

电话 021-65871976 021-65871976 

电子信箱 xinwenhua@ncmedia.com.cn xinwenhua@ncmedi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视剧、电影等内容产品的投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以及户外LED大屏幕媒体运营、媒体资源开发和

广告发布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80,582.4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4.66%。主要原因是对部分地区的LED屏升级改造、内容植入、

广告代理权减少以及影视项目产出进度未达预期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成本按行业和产品分类的构成情况： 

按行业分类 2018年度 

收入（元） 成本（元） 

影视行业 270,925,578.34 138,428,559.16 

广告行业 514,573,838.88 338,853,021.80 

其他行业 20,324,687.43 15,382,495.50 

合计 805,824,104.65 492,664,076.46 

 

按产品类型分类 2018年度 

收入（元） 成本（元） 

影视内容 270,925,578.34 138,428,559.16 

户外LED大屏 509,453,086.04 332,867,523.72 

其他类型广告 5,120,752.84 5,985,498.08 

其他 20,324,687.43 15,382,495.50 

合计 805,824,104.65 492,664,076.46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影视剧的营业收入情况： 

影视剧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前五名影视剧营业收入合计 190,780,376.49元 23.91% 

上述前五名影视剧分别为《封神之天启》、《亮剑之雷霆战将》、《八九不离十》、《胜利之路》和《恩情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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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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05,824,104.65 1,233,216,103.88 -34.66% 1,113,047,39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18,073.49 246,386,469.09 -87.17% 265,202,0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50,156.42 203,374,470.49 -94.71% 185,583,13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080,755.32 294,659,082.71 -150.59% 446,613,79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31 -87.10%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31 -87.10%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8.47% 下降 7.41 个百分点 9.7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791,738,492.10 5,128,557,376.32 -6.57% 4,445,426,22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82,408,082.72 2,997,265,313.99 -0.50% 2,817,501,1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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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64,032.07 225,376,947.65 132,539,097.65 251,044,02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421,829.32 90,698,562.52 66,316,510.89 -192,818,82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074,734.75 16,910,123.43 62,528,096.71 -135,762,79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36,590.23 -27,030,657.03 -20,837,363.05 -89,276,1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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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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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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6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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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渠丰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6% 160,141,600 0 质押 104,416,498 

上海银久广告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0% 45,939,673 36,751,723 

质押 45,900,000 

冻结 45,939,673 

杨震华 境内自然人 5.02% 40,500,000 30,375,000 质押 18,219,500 

盛文蕾 境内自然人 4.39% 35,379,617 35,379,575 质押 8,115,000 

南山集团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 22,500,000 0 质押 22,500,000 

海通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 13,940,000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

NAL PLC. 

境外法人 1.48% 11,924,239 0   

九泰基金－广

发银行－四川

金舵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0.93% 7,500,000 0   

韩慧丽 境内自然人 0.60% 4,814,117 1,562,413 质押 372,160 

孙毅 境外自然人 0.37% 2,970,000 2,22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杨震华先生现任上海渠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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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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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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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6 文化 01 112424 2021 年 08 月 05 日 100,000 4.49%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于 2018 年 8 月 6 日支付 2017 年

8 月 5 日至 2018 年 8 月 4 日期间的利息人民币 4.49 元(含税)/张。报告期内已按时完成上述

债券付息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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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AA，本期债券评级为AA。2018

年6月22日，中诚信证评在对公司2017年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8）》，维持公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上海新文

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具体内容详见于2018年6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8）》，提请投资者关注。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

于公司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中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与公司以及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

能影响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中诚信证评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

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37.44% 41.23% -3.7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7.91% 23.24% -15.33% 

利息保障倍数 1.28 4.63 -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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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总收入80,582.4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6%；营业利润1,337.8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5.44%；

利润总额为2,098.2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2.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61.8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7.17%。

各项经营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对部分地区的LED屏升级改造、内容植入、广告代理权减少、计提部分资产减值准备以及影

视项目产出进度未达预期所致。 

（1）多种类型影视作品同步开发，部分影视作品将于2019年上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电视剧的开发与制作，部分影视作品因进度未达预期，预计将延期上线。电视剧方面，《天乩

之白蛇传说》于2018年7月在爱奇艺全网独播；《胜利之路》于8月在广西卫视首轮上星播出；《封神之天启》、《亮剑之雷

霆战将》、《亲爱的设计师》等项目已进入发行或排播阶段，其中《封神之天启》于报告期内取得了发行许可证，并签约主

流视频播放平台；《亮剑之雷霆战将》已签约一线卫视及主流视频播放平台；《激荡》于2018年11月开机，于2019年2月完

成拍摄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天河传》（原名：仙剑奇侠传4）、《美人鱼》、《大富翁》、《西游降魔篇》等项目处于前

期筹备或前期策划阶段。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电影方面，《大富翁》、《轩辕剑》等项目处于前期筹备或前期策划阶段；《肥龙过江》、《美人鱼2》、《追龙2：追

缉大富豪》（原名：贼王）、《沪剧雷雨》均已在后期制作阶段，预计于2019年上映；《新喜剧之王》已于2019年2月上映。 

（2）调整户外大屏广告的经营功能及管理模式，完善运营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渠道业务的整合和管理。调整了户外广告板块的经营功能及管理模式，完善运营体系。报告期内，

公司对部分城市的屏幕硬件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新签约北京、深圳、成都、广州等多个城市的LED大屏。通过一系列的措

施，公司增强了屏幕网络在全国主要省会城市及核心商圈的覆盖范围，合理控制运营成本，并且依托集团各资源及各部门的

支持，不断增强广告业务板块与影视内容板块的协同。公司调整广告业务板块的组织架构，使广告业务团队能有效参与到影

视内容的宣发、营销业务中，调整后的广告业务团队，人员更精简，资源更有效，管理更透明，竞争更公平。 

郁金香及达可斯将继续开拓屏幕资源，在集团内部整合各业务板块资源，在行业中整合户外媒介渠道，提高公司运营效

率，扩大公司在户外LED大屏阵地方面的资源优势。从而提高公司阵地资源的广度，进一步提升郁金香及达可斯的自身品牌

价值及销售转化率。 

（3）打造与“百度聚屏”等互联网企业及新媒体的新合作体系 

公司不仅加强了影视内容板块与广告板块的协同，也探索了与“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及新媒体的合作体系。郁金香与北京

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双方将整合线上及线下广告资源，共同打造基于大数据和AI的智能化广告传播新模式。郁金

香通过与百度的合作增加了其业务辐射范围内投放渠道的多元化布局及资源点位的高密度覆盖，使得客户可选择的广告投放

方案更加多元和灵活，帮助客户实现更具传播效果的投放目的。客户可以仅与郁金香合作就完成包含户外大屏渠道在内的多

元化渠道的一站式投放，节省了客户与不同渠道商的商谈时间，提高了客户的整体投放效率。该合作将改变原本户外投放模

式难以校验投放效果的困境，有力推进线下广告投放的效果可视化和数据可量化。公司以“百度聚屏”的合作为开端，将不断

探索与各互联网企业及新媒体的合作模式。 

（4）艺人经纪与广告业务深度融合 

公司在报告期内，加强了艺人经纪业务的拓展和创新，以培养、储备年轻新生代艺人为主要战略，在签约了10多位代理

艺人后，以全约形式新签约了3位新生代年轻艺人。公司与行业主流艺人经纪公司达成合作，结合公司的资源优势共同推广

公司签约艺人及合作方艺人。公司艺人经纪团队和广告团队正在开发基于明星的定制类广告产品，通过短视频内容和明星结

合，来帮助广告品牌宣传推广，快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19年，公司仍将继续培养新生代艺人，拟签专业院校在

校或即将毕业的年轻新生代艺人，以满足90、00后为目标观众群体的审美需求，为公司未来网剧、IP剧的新类型题材影视作

品储备人才，推动艺人经纪业务的发展。 

（5）报告期主要获奖情况 

2018年度，公司荣获“重点企业贡献奖”、虹口区光彩事业“突出贡献奖”、“上海服务业企业100强”、“上海民营服务业企

业100强”、“全国电视剧播出联盟优质战略合作伙伴”、“全国电视剧播出联盟最佳收视贡献奖”、“2018年第一购剧联盟金牌

合作伙伴奖”、“第二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地标联盟战略合作伙伴称号”、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颁发“年度综合力制作

机构”奖、广西卫视颁发的“最佳合作影视发行公司”；郁金香设计的创意广告在第十一届金投赏国际创意节上获奖；兰馨悦

立方影城被评为上海4星影院，五星级爱心妈咪小屋，旗下“MADHAUS光影车间静安店”荣获“2018年度上海市公共文化建设

创新项目”等荣誉。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震华先生荣获“第五届上海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报告期内，公司影视项目所获奖项如下： 

序号 影视剧名称 主要奖项 

1 电视剧《胜利之路》 获广西卫视颁发的2018年度最具影响力电视剧作品奖 

获四川广播电视台影视文艺频道颁发的双网收视贡献奖 

获河南广播电视剧频道颁发的收视王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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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视剧《轩辕剑之汉之云》 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社颁发的2017中国电

视媒体综合实力大型调研年度优秀剧集 

3 电视剧《潜伏在黎明之前》 获广西卫视颁发的2018年度最具品质电视剧奖 

4 电视剧《八九不离十》 获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道颁发的收视贡献奖 

5 电视剧《少林问道》 获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颁发的收视王牌奖 

6 电视剧《反击》 获全国电视剧播出联盟2018年最佳收视贡献奖 

7 电视剧《金爸银爸不换我爸》 获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优秀剧目奖 

8 电视剧《恩情无限》 获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优秀剧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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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内容 270,925,578.34 132,497,019.18 48.91% -44.09% 16.09% 25.36% 

户外 LED 大屏 509,453,086.04 176,585,562.32 34.66% -16.73% -43.90%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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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对部分地区的LED屏升级改造、内容植入、广告代理权减少以及影视项目

产出进度未达预期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入下降以及计提了部分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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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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自2017

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公司调整了财务报表列报，具体内容如下：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利润表中持续经营净利润2017年金额246,238,535.01元，2016年金额263,542,514.73元。母公司利润表中持续经营净利润

2017年金额136,639,711.12元，2016年金额311,363,815.47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利润表中2017年营业外支出减少618,064.55元，资产处置收益调减618,064.55元。2016年营业外支出减少2,987,481.86元，

资产处置收益调减2,987,481.86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财务报表列报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亦不涉及对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2018

年6月1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同时废止。根

据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

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次会计报表格式调整后，公司编制2018年第三季度及后续的财务报表将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科目的列报，并相应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数据：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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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财务报表列报的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原因 

详见（二）1、变更原因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次会计报表格式调整后，公司编制2018年年度及后续的财务报表将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科目的列报，并相应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数据： 

1）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

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2）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财务报表列报的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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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新设或投资的方式，新增了仲秋影业（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郁金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达可斯广告有限公司、晖腾亚洲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均已于2018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合并范围减少：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上海郁金香广告有限公司及上海郁金香广告传媒有限公司100%股

权，注销了天津腾龙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天合盛世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震华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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