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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股东在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期间依法行使权利，确保股东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须知，望全体股东及其他有关人员严

格遵守：  

一、各股东请按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参加

会议手续（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横店影

视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证明文件不齐或手续不全的，

谢绝参会。  

二、本公司设立股东大会会务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和服务等各项事宜。 

三、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自觉遵守会场秩序，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或震动状态。股东（或股东代表）

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

大会正常秩序。  

四、股东（或股东代表）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

权利，股东（或股东代表）要求在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上发言，应在会议召开前向

公司登记，阐明发言主题，由公司统一安排。股东（或股东代表）临时要求发言

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大会会务组申请，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

进行。  

五、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位股

东（或股东代表）发言不宜超过两次，每次发言的时间不宜超过五分钟。  

六、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七、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八、表决投票统计，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一名见证律师参加，

表决结果于会议结束后及时以公告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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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一)现场会议：2020年 12月 24日 15:00 

(二)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浙江横店影视产权

交易中心一号会议室。 

三、与会人员：  

（一）截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  

（四）本次会议的工作人员。 

四、主持人：董事长徐天福 

五、议程及安排： 

1、股东等参会人员入场、签到 

2、介绍到会人员，宣布大会开始 

3、推举计票人、监票人、发放表决票 

4、宣读并审议各项议案 

（1）审议《关于现金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审议《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5、收集表决票并计票 

6、股东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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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宣布休会，待网络投票结果揭晓并汇总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后恢复会议 

8、宣布投票表决结果，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9、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见证法律意见 

六、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会议文件  

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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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推动公司在影视产业的战略布局，强化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协同，横店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持有的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影视制作”）100%股权及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影业”）

100%股权，收购价格分别为 2,054.37万元、10,173.02万元,共计 12,227.39万

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永安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11月 22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717672584H 

企业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42 号 

经营范围：控股公司服务；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磁性材料生产；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机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照明器

具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游览景区管理；电影摄制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

品生产；农药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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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电影放映；电影发行；旅游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通用航空服务；民用机场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经营；发电、

输电、供电业务；医疗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102,000 51% 

2 东阳市创富创享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 20% 

3 东阳市衡创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000 19% 

4 横店有限公司 20,000 10% 

合计 200,000 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6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326,632,227.34 86,439,633,298.87 

净资产 25,488,427,784.76 23,768,117,257.24 

 
2019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491,212,239.77 26,957,598,773.51 

净利润 1,937,239,054.64 564,824,231.02 

3、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横店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系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信用情况 

经查询，横店控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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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为横店控股持有的影视制作 100%股权、横店影业 100%股权。 

（一）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天福 

注册资本：19,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 年 1月 24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671619736X 

企业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 

经营范围：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

剧；摄制电影片，复制本单位影片，按规定发行国产影片及其复制品；制作、代

理、发布：各类广告；演员经纪、演出经纪；自营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影视作品版权交易中介服务（不含涉外代理）。 

信用情况：影视制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9,500 100% 

合计 19,500 1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50070 号），

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8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3,800,396.96 244,215,941.71 

净资产 46,315,350.67 19,850,0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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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2月 

（经审计） 

2020 年 1-8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727,313.49 8,564,804.67 

净利润 -19,398,879.26 -56,880,731.05 

4、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影视制作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第 VYMQD0735号）。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年 8月 31日，在持续

经营前提下，影视制作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2,054.37万元。 

（二）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天福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9月 14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563315831E 

企业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 

经营范围：国产影片发行；电影摄制；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

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演员经纪、演出

经纪。 

信用情况：横店影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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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50069 号），

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8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4,586,319.87 389,469,289.28 

净资产 123,268,960.32 92,927,425.62 

 
2019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0 年 1-8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0,798,231.18 18,597,033.70 

净利润 10,286,676.29 -30,341,534.70 

4、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横店影业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第 VYMQD0627号）。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年 8月 31日，在持续

经营前提下，横店影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0,173.02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20 年 8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开展相关资产评估工作，根据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0]第 VYMQD0735 号、中联国际评字[2020]

第 VYMQD0627号）中的股权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

确定本次购买影视制作 100%股权及横店影业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2,054.37万元、10,173.02万元,共计 12,227.39万元，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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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

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1、交易主体 

甲方（受让方）：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

[2020]第 VYMQD0735 号）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认，本次交易影视制作 100%股

权转让价格为 2,054.37 万元。 

3、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向横店控股购买其拥有的影视制作 100%股权，

协议签订生效后，自甲方有关机构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

付收购价款的 30%，即 616.32 万元；自交割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

付剩余 70%收购价款，即 1,438.05万元。 

4、过渡期约定 

过渡期间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的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完成日。乙方须保

证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不会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自基准日至本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交割日，标的公司的盈亏归属甲方分享或

承担。过渡期乙方保证会计核算按中介机构确定的会计政策实行，且标的公司的

资产、负债金额与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不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前述情况需调整

股权转让价款的，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协议确定。 

在过渡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就标的股权设置抵押、质押等任

何第三方权利，且应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保证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不得进行与正

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资产抵押/质押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5、标的股权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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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于 5个工作日内配合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即完成影视制作股权的交割。工商变更

登记日为股权交割日。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必要程序后生效。 

（二）关于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1、交易主体 

甲方（受让方）：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

[2020]第 VYMQD0627 号）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认，本次交易横店影业 100%股

权转让价格为 10,173.02万元。 

3、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向横店控股购买其拥有的横店影业 100%股权，

协议签订生效后，自甲方有关机构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

付收购价款的 30%，即 3,051.91 万元；自交割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剩余 70%收购价款，即 7,121.11万元。 

4、过渡期约定 

过渡期间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的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完成日。乙方须保

证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不会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自基准日至本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交割日，标的公司的盈亏归属甲方分享或

承担。过渡期乙方保证会计核算按中介机构确定的会计政策实行，且标的公司的

资产、负债金额与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不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前述情况需调整

股权转让价款的，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协议确定。 

在过渡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就标的股权设置抵押、质押等任

何第三方权利，且应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保证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不得进行与正

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资产抵押/质押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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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的股权交割 

乙方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于 5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即完成横店影业股权的交割。工商变更

登记日为股权交割日。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必要程序后生效。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影视制作及横店影业的主营业务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具有较高的协同性，公司

通过外延式并购的方式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向产业链上游进军实现纵向一体化，

整合业务资源，以“内容+渠道”融合发展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打造电影全产业

链生态圈，提高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横店影视品牌势能。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

战略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2、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院线电影发行、影院电影放映及相关衍生业

务，其主营业务集中于影视行业产业链下游。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业务范围

将向产业链上游扩展，增加影视投资、制作及发行等业务，在稳定放映端的基础

上逐步发力内容制作端和发行端，使公司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进行资源整合，自下而上渗透向影视全产业链转型，形成涵盖影视投

资、制作、发行、放映等业务在内的产业闭环，实现“渠道+内容”全方位发展。 

（2）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标的公司业务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盈利潜力，近年来共出品了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抗倭英雄戚继光》、《遥远的婚约》、《追梦》、《红

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少年的你》、《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等优秀

作品，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的终

端渠道优势和完善的会员体系，将与影视制作及横店影业所积累的 IP 资源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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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资源形成良性互动，有助于调动产业链各环节的联动作用。依托上市公司平台

优势，优化各方资源配置，加强业务板块协同效应，推动上市公司产业延伸进而

实现全产业链战略布局，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此外，拓宽上市公司经营链，驱动盈利模式创新，深入挖

掘创收潜力，完善现有收入结构，突破业绩增长瓶颈，从而有效规避经营风险。 

（3）本次交易对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控股股东推进履行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影视制作及横店影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合并

范围，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治理，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4）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 

公司购买影视制作 100%股权及横店影业 100%股权后，影视制作及横店影业

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由于横店影视、影视制作及横店影业同受同一控

制人控制，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股权交割完成后，横店影视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的有关规定编制比较财务报表，对可比期间

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报告披露日，公司与横店控股及其子公

司影视制作、横店影业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664,274.00元。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 1月至披

露日累计发生额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08.073.00 

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29.340.00 

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 26,861.00 

合计 664,274.00 

八、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1、标的公司业绩波动的风险 

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影和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和发行，因影视行业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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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影视作品的业绩表现受档期、目标群体、同行竞争等诸多因素影响，标的

公司可能会面临业绩波动的风险。 

2、行业监管趋严的风险 

在影视行业监管趋严背景下，行业生态逐步规范，影视作品获得发行许可证

的难度加大，影视行业营收增速放缓。影视作品的策划、制作、发行和放映各环

节均受到行业相关部门的监管，如若未能获得相关许可，未来可能面临前期投资

的损失。 

3、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近年来，国家政策鼓励文化产业发展，影视行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战略支柱产

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各路资本纷纷涉足影视行业，影视公司数量日益

增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标的公司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预期效益，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但后续可能受国家宏观政策、行

业发展趋势、经营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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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2019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治理及实际运营情况，拟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公司章程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

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

立；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

记，取得营业执照。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

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

得营业执照。 

根据《党章》有关规定，公司设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下简称“党组

织”），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党务

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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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