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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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园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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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5,256,950.61 6,640,256,217.66 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162,558,211.55 5,088,578,238.5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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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595,812.93 1,194.76% 704,703,361.43 9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2,529,034.66 8,425.38% 116,925,857.08 15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2,307,157.80 9,479.83% 118,628,391.16 16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61,207,121.38 -39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10 7,933.33% 0.1633 15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10 7,933.33% 0.1633 15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3.39% 2.28% 1.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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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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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79.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56,529.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835.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0,019.77  

合计 -1,702,53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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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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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 113,841,309 0 

质押 113,840,588 

冻结 113,841,309 

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0% 111,649,909 0   

西藏金宝藏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7% 46,343,827 0 质押 33,127,370 

西藏九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6% 40,488,700 0 质押 40,482,990 

新疆嘉梦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1% 37,990,695 0 质押 12,540,000 

石河子无极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1% 32,295,012 0 质押 32,295,009 

董子健 境内自然人 2.00% 14,318,082 0   

沈奇辉 境内自然人 1.63% 11,638,97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1.05% 7,52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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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 4,029,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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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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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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1,649,909 人民币普通股 111,649,909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6,343,827 人民币普通股 46,343,827 

西藏九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488,700 人民币普通股 40,488,700 

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7,990,695 人民币普通股 37,990,695 

石河子无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2,295,012 人民币普通股 32,295,012 

董子健 14,318,082 人民币普通股 14,318,082 

沈奇辉 11,638,972 人民币普通股 11,638,97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7,528,164 人民币普通股 7,52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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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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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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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703,361.43           353,137,404.17 99.56% 本报告期电影收入较上

年同期大幅提高 

营业成本           419,138,307.72 177,070,123.23 136.71% 本报告期电影收入提高

相应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4,619,997.15 7,766,298.34 -40.51% 本报告期受行业政策及

市场环境影响，电视剧开

发项目减少，销售费用减

少 

管理费用          125,143,115.88 126,417,058.18 -1.01%  

财务费用              8,395,069.16 -12,208,157.34 168.77% 本报告期有新增贷款利

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理财收入较上年同期减

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1,207,121.38          189,558,859.88 -396.06% 本报告期影视分账现金

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约1.4亿，影视项目投入

较上年同期增加约5亿；

支付电影分账款代扣代

缴税金1.47亿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8,200,658.39    -54,854,000.11 -443.63% 本期有支付舟山嘉文喜

乐基金和重庆凯晟北文

基金投资3.05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5,611,762.31 -140,095,262.36 318.15% 本报告期新增银行贷款

2.9亿元，取得融资租赁

款1亿元；上年同期有限

制性股票回购支出1.1亿

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53,796,017.46 -5,390,402.59 -10,173.74% 上述现金流量各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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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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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金宝藏”）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第一创业”）的公司股份涉及违约，被质权人第一创业实施违约处置而导致被动减持（详见2019年7月12日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暨后续可能继续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截至2019

年7月16日，西藏金宝藏累计被动减持股份已超过公司总股本0.5%（详见2019年7月18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被动减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截至2019年9月30日，西藏金宝藏累计被动减持6,472,630股，占公司总股本0.9%，仍持有公司股份46,343,827股，占公

司总股本6.47%。 

截至目前，西藏金宝藏正与质权人沟通，商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行措施。本次被动减持后存在可能继续被动减持、减持

时间、减持价格等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公司参与设立重庆凯晟北文基金的情况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深圳

市凯晟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晟信诚”）、关联方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重庆水木诚德”）共同设立重庆凯晟北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凯晟北文基金”），

凯晟信诚为基金管理人。重庆凯晟北文基金计划总规模为7.07亿元，其中凯晟信诚作为普通合伙人拟认缴出资额700万元，

公司、重庆水木诚德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分别认缴出资额5,000万元、65,000万元（详见2017年9月1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重庆凯晟北文基金于2017年11月完成工商注册备案

手续，于2018年11月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Y2558）。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产业基金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基金未来发展需要，公司与各合伙人签署《<重庆凯晟北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之补充协议》，同意重庆凯晟北文基金总认缴规模由7.07亿元变更至27.01亿元，其中：凯晟信诚认缴出资额由700万元

减少至1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额由5,000万元增加至40,000万元；重庆水木诚德认缴出资额由65,000万元增加至195,000万元；

济南斌德如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新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35,000万元。各合伙人根据本次增资

事宜拟定新的合伙协议（详见2019年5月6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向产业基金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2）。 

3、受地方监管政策的影响，重庆凯晟北文基金工商变更备案工作近期内无法完成，严重影响基金后续投资工作。为保

护各投资人利益、加快推进投资业务，凯晟信诚拟将基金整体迁移至合适的省市区落地开展业务。经凯晟信诚管理团队对全

国各地区设立私募基金政策的梳理和对比，建议在厦门市设立新的产业基金，并将重庆凯晟北文基金出资人、相关人员、业

务一并转移至新的产业基金，同时将重庆凯晟北文基金各合伙人的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进行返还和分配。为保护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利益，公司经审慎考虑，与各合伙人一致决议通过，同意暂停重庆凯晟北文基金投资业务，并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

成向各合伙人返还投资本金和收益分配（详见2019年8月24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庆凯晟北文基金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9）。 

公司将会根据重庆凯晟北文基金进展情况及时对外进行披露公告。 

三、关于公司参与设立厦门北文基金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产业基金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重庆水木诚德、

凯晟信诚、北京裕元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厦门北文基金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公司受让重庆水木诚德持有的厦门北

文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北文基金”）40,000万元的认缴出资份额。鉴于重庆水木诚

德尚未实际认缴出资，厦门北文基金尚未正式开展业务，本次受让价款为0元。本次受让完成后，公司将与厦门北文基金各

合伙人签署新的《基金合伙协议》，基金总规模280,000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基金的认缴出资额为40,000万元（详见

2019年8月24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参与产业基金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截至目前，厦门北文基金已完成工商变更备案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工作(备案编码SJD276)，公司将会根据厦

门北文基金进展情况及时对外进行披露公告。 

五、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舟山嘉文喜乐基金的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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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资设立舟山嘉文喜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嘉文喜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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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一般级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45,000万元（详见2018年7月27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舟山嘉文喜乐基金于2018年7月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洋

产业集聚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1MA2A2K1449），并于2018年11月23日取得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EK152）。  

2、2018年12月21日，经全体合伙人友好协商，舟山嘉文喜乐基金同意引入海南陵水成荣利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荣利华”）作为新的一般级有限合伙人，成荣利华出资24,000万元。公司与中企资本、成荣利华共同签署了《舟山嘉

文喜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3、因舟山嘉文喜乐基金重点投资影视剧项目，而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影视剧公司，为了

便于内部决策与管理，公司将持有的舟山嘉文喜乐基金45,000万元认缴出资额全部转让给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并已于2019年9月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将会根据舟山嘉文喜乐基金进展情况及时对外进行披露公告。 

四、关于公司收购东方山水度假村100%股权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东方山水度假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北京南都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北京汉邦国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北京东方山水度假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

自有资金购买北京南都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北京汉邦国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北京东方山水度假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山水”）10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以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9]第01173

号）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标的公司核心资产等各方面因素，经各方一致协商确定的交易对

价为84,000万元（详见2019年10月15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购北京东方山水度假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95）。 

本次交易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业务经营和全产业链战略发展需要。东方山水合法拥有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阁老峪村

北187,2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后，东方山水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决定在北京市建立密云

电影文旅项目，主要通过北京文化电影IP，打造影视主题为主的商区+酒店为核心的电影文旅项目，并配套摄影棚、封神之

城、多功能影院、亲子类主题乐园、明星餐饮街区、主题酒店等设施，实现公司业务延伸与产业链布局，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加强与国际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各业务板块间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北京文化行业竞争力，使北京文化在行业中加快发展，

从而更好地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会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对外进行披露公告。 

五、影视项目进展情况 

1、电影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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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地球》 2017.05 2019.02.05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郭帆 

主演：屈楚萧、吴京 

已公映 

《直播攻略》 2017.02 2019.06.04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胡茄 

主演：张子贤 

已公映 

《妈阁是座城》 2017.08 2019.06.14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 导演：李少红 

编剧：严歌苓、芦苇、陈文强 

主演：白百何、吴刚、耿乐、曾志伟、刘嘉

玲、梁天 

已公映 

《跳舞吧！大象》 2018 2019.07.26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林育贤 

编剧：陈舒 

主演：艾伦、金春花 

已公映 

《攀登者》 2019.01 2019.09.30 取得公映 

许可证 

联合出品、

联合发行 

导演：李仁港 

主演：吴京、章子怡、张译 

已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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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 2018.12 2019.11.08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出品 编剧：申奥、许渌洋、王燕秋 

监制：宁浩 

导演：申奥 

主演：大鹏、柳岩 

后期制作 

《两只老虎》 2019.04.21 2019.11.2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李非 

监制：赵薇 

后期制作 

《平原上的夏洛克》  2019.11.2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徐磊 

主演：徐朝英、张占义 

后期制作 

《被光抓走的人》 2018.12.01 2019.12.13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董润年 

主演：黄渤、王珞丹 

后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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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在明天》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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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中 

《让我留在你身边》 2018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编剧：待定 筹备中 

《特警队》改名《中国

特警》 

2018.09.07 201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丁晟 

主演：贾乃亮、凌潇肃、金晨 

后期制作 

《749局》 2018.10.04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陆川 

主演：王俊凯、苗苗、赵立新 

后期制作 

《热带往事》 2018.07.30 2019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温世培 

监制：宁浩 

主演：彭于晏、张艾嘉 

后期制作 

《爆水管》 2019.04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杨树鹏 筹备中 

《刀背藏身》 2016.07 待定 取得公映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编剧：徐浩峰 

主演：许晴、张傲月 

发行中 

《诗眼倦天涯》 2018.05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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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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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操》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监制：乌尔善 筹备中 

《大漠行》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监制：乌尔善 筹备中 

《封神演义：龙之战》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乌尔善 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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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卡司》 2019.06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林育贤 

编剧：陈舒 

终稿剧本 

审核中 

《记得少年那首歌》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宣发 导演：叶京 

主演：叶京、刘芮麟、柳明明 

后期制作 

《来都来了》 2019.05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刘奋斗 

监制：张一白 

主演：廖凡、范伟 

拍摄中 

《你好，李焕英》 2019.09.25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贾玲 

主演：贾玲、沈腾、陈赫、张小斐 

拍摄中 

《东京教父真人版》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待定 

编剧：待定 

筹备中 

《未命名的玛格丽特

小镇》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待定 

编剧：待定 

筹备中 

《东极岛》 2020.07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总导演：管虎 

导演：王竞 

编剧：董润年、陈舒、张冀 

筹备中 

《沐浴之王》 2019.11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易小星 

主演：彭昱畅、乔杉 

筹备中 

《白蛇前传之封魔录》 2019.10.24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关尔 

制片人：于晖 

主演：苗夕伦、郭雨婷、栾添、唐颂  

拍摄中 

《画江湖之不良帅》、

《画江湖之女帝》 

2019 2020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编剧：沙枫 

导演：刘国辉 

制片人：常斌 

主演：周一围、钟楚曦、李东学 

筹备中 

2、电视剧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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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不悔》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原著：丁墨 

编剧：关展博、刘伽茵 

拟终止 

《天涯明月刀》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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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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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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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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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就别想太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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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然、孔千千 

发行中 

《爱无痕》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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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终止 

《倩女幽魂》 2018.10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阮继志、祝明 

主演：郑爽等 

后期制作 

《模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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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故事》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证 

投资 原著：严歌苓 

导演：李少红 

筹备中 

《洪武风云》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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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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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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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制作 

《北京往事》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韩晗 

主演：韩东君 

后期制作 

《观复猫》 2019.02 2020.02 待定 投资、宣发 待定 制作中 

《修罗道》 2020.05 2020.12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待定 

编剧：纸月亮工作室（吴雨时） 

策划：何瑞睿 

剧本开发中 

《天使的眼睛》 2017.0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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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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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顾问：阿城 

总策划：刘伽茵、刘海英 

青年导演团队 

《约定期间爱上你》 2019.07 2019.12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总编剧：田川、霍文达 

总导演：陈世峄 

制片人：张伊、宋宣泽 

主演：任言恺、程小蒙 

后期制作 

《剑侠情缘》 待定 待定  投资 制片人：黄晔奇 

编剧：陆寒凝、王一超 

前期开发 

《我们的西南联大》 2019.08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高翊浚 

编剧：周宇、张婵娟 

艺术总监：黄建新 

主演：王鹤棣 

拍摄中 

影视项目具体发行档期以实际公映/播出时间为准。上述经营计划并不代表公司对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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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的

情况 

2019 年 07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6441124&announceme

ntTime=2019-07-12 

2019 年 07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6455619&announceme

ntTime=2019-07-18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重庆凯晟北文基金的

情况 

2017 年 09 月 0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3920889&announceme

ntTime=2017-09-01 

2019 年 05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6200828&announceme

ntTime=2019-05-06 

2019 年 08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6570364&announceme

ntTime=2019-08-24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厦门北文基金的情况 2019 年 08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6570362&announceme

ntTime=201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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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舟山嘉文喜乐基金的

情况 

2018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130612&announceme

ntTime=2018-07-07 

2019 年 01 月 04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708951&announceme

ntTime=2019-01-04 

关于公司收购东方山水度假村 100%股

权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6981714&announceme

ntTime=2019-10-1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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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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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 0 0 

合计 1,3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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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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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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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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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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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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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