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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1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20-069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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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向明 董事 

鉴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中天运【2020】审字第 90495 号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本人亦无法保证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除董事陈向明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陈向明先生认为，鉴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2020】审字第 90495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本人亦无法保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无法保证 2019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说明公告》（编号：2020-070），请投

资者特别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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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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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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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非凡（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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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1-85026150  

电子信箱 chinaccy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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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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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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

公司广告板块业务结合当前市场需求，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在维持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全力推进对新媒体领域的布局，

侧重于对内容营销的开拓。业务模式从线上代理转向线下推广，举办门店推广及论坛活动，提升广告营销板块的核心竞争力。  

3、实景娱乐业务：公司实景娱乐板块主要包括诸暨影视城、马仁奇峰景区、淄博影视城、宜宾长城神话世界影视基地有限

公司、金寨长城红色教育基地有限公司等，实景娱乐板块收入来源主要为影视拍摄服务收入、商铺出租和游客门票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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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90,771,617.64 1,446,698,511.24 -66.08% 1,245,324,27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4,756,785.64 -414,258,700.99 -128.06% 169,752,2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2,823,880.28 -431,178,502.54 -100.11% 107,654,78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018,591.52 470,300,606.70 -50.24% 295,697,57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81 -0.790 -100.00% 0.3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981 -0.790 -100.00% 0.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18.7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361,755,434.67 2,938,907,431.99 -53.66% 3,740,211,66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1,844,052.67 238,432,864.53 -423.72% 652,062,197.7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3,933,896.45 157,537,386.05 106,934,750.41 142,365,58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35,678.39 -23,885,660.94 -28,493,242.46 -903,313,56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35,678.39 -26,736,677.15 -28,605,881.07 -818,417,00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373,259.39 46,772,496.01 21,769,297.94 108,103,5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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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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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文化

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30% 185,486,514 0 冻结 170,092,314 

江苏宏宝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6% 40,792,196 0   

王培火 境内自然人 2.24% 11,760,130 0 冻结 11,760,130 

蒋忠平 境内自然人 1.58% 8,293,862 0   

红塔创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 6,339,680 0   

赵锐均 境内自然人 0.69% 3,612,208 3,609,156   

潘庆华 境内自然人 0.62% 3,266,900 0   

张林林 境内自然人 0.38% 2,000,000 0   

黄勇 境内自然人 0.21% 1,109,900 0   

李恰 境内自然人 0.20% 1,049,2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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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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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394,2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票被动减持 9,565,800 股；蒋忠平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027,662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票增加了

8,027,662 股；黄勇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09,9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

股票增加了 1,109,900 股；万永强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9,200 股，报告期

内其持有公司股票增加了 309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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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077.1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6.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475.68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128.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6,282.3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0.11%。主要

原因系： 

1、受市场需求及行业发展趋势变化的影响，加之新业务与新渠道开拓缓慢，2019年度部分子公司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其商誉计提减值准备。2、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发展影视主业，投资拍摄的《人民总理周恩来》为重大

历史革命题材，鉴于该剧目以真实的人物与事件为创作背景，相关部门需进行严格谨慎的审核，同时公司后期制作部门依据

反馈意见，反复斟酌，在保证剧情完整准确的基础上力求展示精良的艺术效果。目前，该片已提交至广电总局审核，申请发

行许可证。3、受上游行业效益放缓及融资环境下行的影响，公司融资费用及计提坏账准备金额有所提高。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回顾 

1、影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影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672.05万元,收入主要来源于电视剧《浴血红颜》、《大西北剿匪记》、《母爱如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第1-2部、《太平公主秘史》、《新乌龙山剿匪记》、《大西北剿匪记》、《旗袍旗袍》、《隋唐英

雄》第1-5部等的发行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更加市场化的拍摄模式，与浙江横店影视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投资拍摄《人民总理周恩来》。目前，

相关部门正在对《人民总理周恩来》进行复审，公司后期制作部门与相关部门保持沟通，争取早日取得发行许可证，同时公

司发行部门也在与各大电视台接洽，推进该剧的发行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影视作品获得多项荣誉 

1、《大西北剿匪记》 获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收视王牌奖”； 

2、《母爱如山》 获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收视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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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浴血红颜》 获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优秀剧目奖”； 

4、《浴血红颜》 获天津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收视贡献奖”； 

5、《我把忠诚献给你》 获湖南电视台潇湘电影频道“收视贡献奖”； 

6、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获“全国电视剧播出联盟年度优秀战略合作伙伴”。 

2、广告业务： 

报告期内，各行业发展速度放缓，不少广告主开源节流，减少了宣传费用支出，加之新媒体领域流量不断增加，传统媒体单

一的播放模式已无法满足广告主对内容宣传、企业文化传播的需求，导致公司广告营销板块业务量出现下滑，实现营业收入

18,969.10万元。 

2019年，上海微距的社区灯箱的持有数量与上年度持平，并且对客户结构进行了调整，专注开发互联网、科技等新型行业的

客户群体。受电视台播放政策的影响，东方龙辉代理的部分广告无法播出，因此东方龙湖在报告期内积极转型，开展节目内

容制作业务，新启动的大型户外美食节目《家乡菜中国味》取得不错的成绩，正在准备第二季的启动工作。浙江中影继续与

艺星美容、贝因美保持良好的业务关系，同时新开发客户（双鹿电池），并为其拿下《1818在路上》栏目的冠名。上海玖明

扩大服务客户的行业范围，继续深耕头部卫视的广告代理业务。 

 3、实景娱乐： 

报告期内，公司实景娱乐板块实现营业收入28,436.01万元。报告期内，马仁奇峰游客数量持续增加。为增加景区的趣味性，

马仁奇峰将部分经营场地出租，引进专业的游艺公司，完成建设高空玻璃漂流项目，并产生了不错的收益。另外，对自有项

目-玻璃桥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特效，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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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行业 26,696,829.30 4,763,130.45 82.16% -56.48% -94.74% -273.07% 

广告业 103,156,440.25 94,412,967.41 8.48% -87.19% -81.90% -75.94% 

实景娱乐 156,270,733.15 75,635,810.15 51.60% -73.06% -81.62% 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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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077.1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6.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475.68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128.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6,282.3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0.11%。主要

原因系： 

1、受市场需求及行业发展趋势变化的影响，加之新业务与新渠道开拓缓慢，2019年度部分子公司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其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发展影视主业，投资拍摄的《人民总理周恩来》为重大历史革命题材，鉴于该剧目以真实的人物与

事件为创作背景，相关部门需进行严格谨慎的审核，同时公司后期制作部门依据反馈意见，反复斟酌，在保证剧情完整准确

的基础上力求展示精良的艺术效果。目前，该片已提交至广电总局审核，申请发行许可证。 

3、受上游行业效益放缓及融资环境下行的影响，公司融资费用及计提坏账准备金额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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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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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控股

子公司甘肃长城西部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5月，甘肃长城西部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5月完成工商注销手

续。 

2、报告期内，公司对西藏胜盟广告有限公司及霍尔果斯诺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了注销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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