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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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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交易所 浙江广厦 60005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包宇芬 黄霖翔 

电话 0571-87974176 0571-87974176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9号西子

国际A座14楼 

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9号西子

国际A座14楼 

电子信箱 Stock600052@gsgf.com Stock600052@gsgf.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930,344,710.32 4,129,305,045.06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81,520,342.94 3,605,470,461.85 -6.2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97,542.90 868,283,653.20 -103.05 

营业收入 19,628,542.23 57,814,529.48 -6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918,999.92 1,169,278,905.27 -10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18,993.45 -287,231,488.1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38.65 减少41.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1.34 -107.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1.34 -107.4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99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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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43 326,300,000 0 
质押 324,600,000 

冻结 326,300,000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2 47,230,000 0 
质押 20,000,000 

冻结 47,230,000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92 16,778,251 0 无   

卢振华 境内自然人 1.88 16,422,676 0 质押 15,000,000 

楼明 境内自然人 1.83 15,950,000 0 
质押 15,450,000 

冻结 15,950,000 

楼忠福 境内自然人 1.67 14,591,420 0 冻结 14,590,000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未知 1.59 13,902,055 0 未知   

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4,867,229 0 未知   

宫和云 未知 0.41 3,610,000 0 未知   

张晓光 未知 0.31 2,685,8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楼忠福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2、广厦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为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 3、楼

忠福、楼明、卢振华、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广厦投

资有限公司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62.85 万元，同比下降 66.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8,491.90万元，同比下降 107.26%。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较上期

相比，公司在完成主要房地产业务退出后本期无新交付房产项目；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系上期确认

出售天都实业股权确认投资收益较多及本期因浙商银行公允价值变动确认的损失较多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影视文化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电视剧制作发行情况 

项目名称 集数 投资占比 2019年报披露进度 最新进展情况 

南烟斋笔录 68 3% 发行中 发行中 

爱之初 43 100% 后期制作 

报告期内尚未发行，但截至本报告

披露日，该剧已在浙江卫视、江苏

卫视、芒果 TV 上映。 

一次心跳的距离

（急救先锋） 
42 100% 剧本完善 剧本完善 

（2）影视业务收入前 5 名情况 

序号 作品名称 
发行或上

映档期 

主要合

作方 

合作

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播放/销售渠道 

1 妻子的秘密 已发行 

无 
主投 

 

刘凯威\赵丽颖 
珠海柯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2 追鱼传奇 已发行 赵丽颖\关智斌 海宁中谊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3 蜂鸟 已发行 刘恺威\张佳宁\马鲁剑 

4 牵挂 已发行 张国强\牛莉\黄力加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收入 20.96万元 

合计成本 因影视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老剧的多轮发行，无成本 

（3）存货及应收账款情况 

序号 名称 金额（万） 开机时间 项目状态 

1 爱之初 6,001.08 2015.5 
后期制作，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经在浙江

卫视，江苏卫视，芒果 TV 上映 

2 一次心跳的距离 475.25 待定 剧本完善 

3 超完美价值观 245.57 待定 剧本完善 

4 金融街 226.11 待定 剧本完善 

5 寄住在你眼里的烟火 168.57 待定 剧本完善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合计金额为 0.98 亿元，系因销售电视作品《海棠经雨



胭脂透》《蜂鸟》《最后的战士》《中国蓝盔》形成。 

（4）关机满 6 个月的项目 

序号 名称 存货金额（万） 未实现销售原因 

1 爱之初 6,001.08 
后期制作，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经在浙江卫

视、江苏卫视、芒果 TV上映。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霞 

2020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