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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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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焦宏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宁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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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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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80,582,799.1

2 

17,258,512,134.6

1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39,051,821.3

1 

11,992,882,300.9

4 
-9.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2,030,296.78 1,305,665,311.34 -174.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54,389,233.13 6,726,909,772.11 -8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9,367,122.52 874,123,038.73 -16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6,222,374.35 782,537,873.38 -177.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6 7.52 
减少 12.38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0 0.468 -164.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0 0.468 -1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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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895,529.27 -16,868,321.8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613,952.47 59,496,383.6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7,901.27 11,510,750.35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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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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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756,584.0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143.7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57,118.31 2,832,037.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64,626.40 -10,230,895.28   

所得税影响额 -1,073,150.29 -5,643,430.65   

合计 12,805,666.09 46,855,2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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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5,90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1,257,682,500 67.3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4,371,120 2.38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700,978 0.89 0 无 0 未知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3,523,500 0.7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13,523,500 0.72 0 无 0 国有法人 

央广传媒发展总公司 13,523,500 0.72 0 无 0 国有法人 

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523,500 0.7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4,292 0.66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21,645 0.45 0 无 0 未知 

李世纯 4,198,8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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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1,257,68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7,682,5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4,371,120 人民币普通股 44,371,1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700,978 人民币普通股 16,700,97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3,5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23,500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13,5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23,500 

央广传媒发展总公司 13,5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23,500 

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5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23,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4,292 人民币普通股 12,304,29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21,645 人民币普通股 8,321,645 

李世纯 4,1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19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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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要业务和行业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六号——影视》的相关规定，2020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以下简称“报告期内”）公司相关业务和行业的经营性信息如下： 

 

（一） 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国家电影局于 7 月

16 日下发《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全国电影院自 7 月

20 日起稳妥有序地恢复营业。全国各省市也相继推出了相关支持措施，保障电影市场恢复运转。

2020 年国庆档（10 月 1 日至 8 日），全国电影票房共产出 39.52 亿元，观影人次近 1 亿，电影

市场复苏态势持续向好。 

2020 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影总票房 82.74 亿元（去年同期为 478.64 亿元，同比减少 82.71%)，

观影人群总人次为 2.29 亿。其中，国产影片票房 62.13 亿元（去年同期为 284.12 亿元，同比减

少 78.13%)，占全国总票房的 75.09%；进口影片票房 20.61 亿元（去年同期为 194.52 亿元，同

比减少 89.40%），占全国总票房的 24.91%。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已恢复营业并且可

统计票房的银幕总数共计 65,219 块。
注 1

 

 

（二）公司业务情况 

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0.57

亿元。环比公司第一季度亏损 2.27 亿元、第二季度亏损 2.75 亿元，第三季度的亏损情况已大幅

收窄。随着全国疫情防控的持续向好，公司的各项业务逐步恢复，具体情况如下： 

1. 影视制片业务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国庆档期间，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并投放市场的影片共 5 部，截至本报告

日共取得票房 40.16 亿元。其中，《夺冠》《急先锋》和《蓝色防线》三部影片于 9 月上映，报

告期内（截至 9 月 30 日）共实现票房 3.45 亿元，占全国同期国产影片票房总额的 5.71%。《我

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于 10 月国庆档期间上映，目前尚在全国院线放映中。具体如下： 

序号 片名 上映时间 出品方式 
截至 9 月 30 日 

票房（万元） 

截至本报告日 

票房（万元） 

1 蓝色防线 2020 年 9 月 18 日 参投出品 696.30 718.69 

2 急先锋 2020 年 9 月 20 日 参投出品 5,740.69 28,349.11 

3 夺冠 2020 年 9 月 25 日 参投出品 28,092.11 81,014.44 

4 我和我的家乡 2020 年 10 月 1 日 参投出品 - 263,590.74 

5 一点就到家 2020 年 10 月 4 日 参投出品 - 27,947.36 

合计票房 34,529.10 401,620.34 

                             
注 1
本节所述票房数据来源为国家电影局、国家电影资金办、拓普电影数据，票房统计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银

幕总数为报告期内可统计票房的银幕数量，截至报告期末尚未恢复营业的影院数据暂无统计来源。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8 / 12 

 

除上述影片外，为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公司主导创作了电影《金刚川》《英雄连》

纪实电影《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纪实》和动画电影《最可爱的人》，于 10 月 23 日起陆续在全国

院线上映。其中，电影《金刚川》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祖国和民族

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上映后首周末实

现票房 3.55 亿，观影人次达 942 万，获得全国观众的广泛好评。动画电影《最可爱的人》面向青

少年观众，通过动画电影的形式，深度还原了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王海大队”、张桃芳

等五位英雄的真实事迹。纪实电影《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纪实》通过中美韩朝四国的真实战场纪

实影像，以及抗美援朝老兵的采访口述，生动展现了抗美援朝峥嵘历程。电影《英雄连》也将于

近期上映。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待上映或正在制作中的电影项目
注 2主要有： 

 公司参与出品的喜剧影片《唐人街探案 3》拟于 2021 年大年初一上映； 

 公司主导出品、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正在后期制作中，上映时间待定； 

 公司与开心麻花影业合作出品的喜剧电影《超能一家人》《独行月球》正在拍摄或筹备中； 

 公司合作出品的京剧电影《红鬃烈马》《九江口》正在拍摄制作中。 

此外，公司正在筹备开发中的影片项目包括《江城子•在武汉》《太空行 2049》《无限深度》

《英雄虎胆》《红色的起点》《误杀 2》《暗恋•橘生淮南》《外太空的莫扎特》等。 

2. 剧集制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并投放市场的剧集共 4 部，情况如下： 

序号 剧名 首播时间 集数 播出平台 

1 我的奇怪朋友 2020 年 8 月 19 日 24 爱奇艺 

2 亲爱的，你在哪里 2020 年 9 月 15 日 41 北京卫视、腾讯视频 

3 我在香港遇见他 2020 年 9 月 21 日 26 优酷视频 

4 黑色灯塔 2020 年 10 月 21 日 30 芒果 TV 

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已投放市场的剧集共 4 部（情况同上表）。截至本

报告日，剧集《若你安好便是晴天》《少帝康熙》《暗恋橘生淮南》已完成拍摄待播出，《逆风

之翼》《乔家姐妹》《光辉的起点》等剧集项目正在开发筹备中。 

3. 电影发行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或参与发行国产影片共 78 部
注 3，累计票房 9.77 亿元，占同期全国国产

影片票房总额的 24.10%；发行进口影片共 32 部，累计票房 7.99 亿元，占同期全国进口影片票房

总额的 53.88%。 

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主导或参与发行国产影片共 130 部，累计票房 15.72 亿元，占同期全

国国产影片票房总额的 27.49%；发行进口影片共 41 部，累计票房 10.57 亿元，占同期全国进口

影片票房总额的 56.67%。 

                             
注 2
本节所述的影视项目正在开发、洽谈、拍摄、制作或报审中，具体影片情况以实际投产或上映情况为准。 

注 3
本节所述影片数据的统计范围包含上季度末跨期上映影片的当期数据，全国票房统计不含服务费及二级市场放

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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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影放映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珠海、鞍山新开设 2 家控股影院，新增银幕 17 块。受疫情影响，经综合评

估，公司关停控股影院 3 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营业控股影院共 140 家，银幕 1,041 块。

公司旗下的 4 条控股院线、3 条参股院线共有加盟影院 2,999 家，银幕 18,408 块。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控参股院线和控股影院合计实现票房 14.45 亿元，观影人次共 0.42 亿。

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旗下控参股院线和控股影院合计实现票房 20.21 亿元，观影人次共 0.5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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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构成重大变化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交易性金融资产 693,300,000.00      173,920,000.00  298.63 

应收票据 5,872,916.60       20,796,862.44  -71.76 

其他应收款 366,722,621.52      205,500,139.00  78.45 

存货 2,014,619,497.12    1,385,763,297.47  45.3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216,144.67        3,225,954.15  -31.30 

在建工程 60,573,184.76       91,299,331.06  -33.65 

商誉 279,236,078.84      453,345,317.56  -38.41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681,416.53       20,568,746.14  151.26 

预收款项 102,910,915.38      712,071,099.70  -85.55 

合同负债  863,039,510.09                 -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44,994,667.94      109,182,583.72  -58.79 

应交税费 39,439,253.95      188,320,131.45  -79.06 

其他非流动负债 61,811,897.33                 -    1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往来款项变化所致 

存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投入拍摄影片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影院建设项目完工转固所致 

商誉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中影巴可（北京）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巴可”）商誉计提

减值损失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预付资产采购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发放计提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缴付上期计提税费所致 

预收款项、合同负债、其他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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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利润构成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 

营业收入 1,054,389,233.13  6,726,909,772.11  -84.33 

营业成本 1,378,499,626.99  5,188,730,752.92  -73.43 

税金及附加 18,583,527.02  83,645,033.75  -77.78 

销售费用 74,986,921.89  121,304,582.33  -38.18 

研发费用 21,168,867.35  44,379,487.86  -52.30 

投资收益 68,630,007.57  114,010,988.03  -39.8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159,946.40  33,577,062.68  -45.92 

信用减值损失 -19,487,351.59  22,212,640.84  -187.73 

资产减值损失 -177,320,097.58  -1,770,038.36  -9917.87 

资产处置收益 -16,868,321.85  -223,968.61  -7431.56 

营业外收入 3,459,851.27  9,909,641.84  -65.09 

所得税费用 31,114,181.26  339,600,241.60  -90.84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疫情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研发项目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被投资单位经营受疫情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其他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中影巴可商誉计提减值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其他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2,030,296.78 1,305,665,311.34 -174.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1,031,668.18 -1,473,156,035.28 61.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654,647.20 -537,145,051.43 -2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电影市场票房结算分账款整

体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期收到股东投资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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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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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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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宏奋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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