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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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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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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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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股东大

会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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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鹿港文化 601599 鹿港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国栋 李静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业区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远洋

国际中心B座19楼 

电话 0512-58353258 0571-88068357 

电子信箱 info@lugangwool.com info@lugangwoo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影视业务与毛纺织业务。影视业务板块的主要业务包括传统电

视剧的制作和发行，网剧的制作和发行，以及电影的投资和发行；毛纺织业务板块的主要业务是

各类精纺、半精纺纱线以及高档精纺呢绒面料生产与销售，公司还涉及酒店经营和污水处理业务。 



A、影视业务  

（一）影视业务的经营模式 

（1）电视剧行业 

电视剧行业产业链上游主要是内容提供方，下游主要是渠道传播方。 

上游内容提供方主要指电视剧制作公司等，负责电视剧的拍摄、制作和发行。电视剧制作公

司整合演员、导演、编剧、服化道等生产要素后，与投资发行方、广告营销公司等多方合作，开

展电视剧销售工作。 

下游渠道传播方主要包括电视台、互联网视频平台等，电视台主要通过广告招商获取收入，

互联网视频平台主要通过广告和会员付费来实现收入。下游渠道方对于内容的投入与偏好，将影

响上游内容制作方的市场空间与制作导向。近年来，下游渠道经历了由以电视台为主，逐步向互

联网视频网站转移的过程。此外，近年来海外市场也逐步开始增长，许多优秀电视剧作品远销海

外。 

（2）电影行业 

电影行业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包括制片、发行、院线、播出等环节，主要参与主体包括电影

制片商、发行商、院线公司和影院。 

我国电影行业的主要业务流程为：1)内容提供：影视制作机构投资制作，提供国产电影片源，

或由进口影片专营商向境外电影制作发行机构获取进口电影片源；2)发行商从电影制片商方面获

取影片发行权后，主要负责影片在全国范围内的发行和营销；3)院线公司从发行商处获得电影拷

贝后，负责向其所属影院进行发行，并就影片在所属影院放映进行统一安排；4)影院统一按照其

所属院线公司的排映计划对影片进行放映，为消费者直接提供观影服务。 

电影行业以票房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收入分配顺序与业务流程相反：影院通过放映服务

从消费者率先取得票房收入，在扣除专项资金、税费及其附加后，由影院作为分账的起始环节，

按照产业链各业务环节由下至上进行票房分账。 

(二)影视剧主要产品 

公司影视相关业务，报告期内主要通过天意影视、世纪长龙和鹿港互联三家子公司展开，具

体如下： 

（1）天意影视是一家在电视剧题材甄选及制作方面具有一定经验的影视公司，在电视剧行业

内具有较好的口碑。代表作有：《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龙珠传奇》

《美好生活》《决胜法庭》等影视剧。报告期内，继续从事电视剧的开发、制作、销售等相关业务。 

（2）电视剧业务是世纪长龙的主要业务，代表作有：《产科男医生》《姥姥的饺子馆》《再见

老婆大人》《天涯赤子心》《天涯女人心》《彭德怀元帅》《客家人》《南少林》《娘妻》《一诺无悔》

等多部系列作品。自 2016 年之后，逐步转向电影方面发展，世纪长龙与好莱坞六大电影制作公司

建立合作关系。接连参与投资、发行《铁道飞虎》《大圣归来》《盗墓笔记》《间谍同盟》《极限特

工 3》《变形金刚 5》等影片。报告期内，由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的调整，世纪长龙影视业务基

本停滞，主要从事应收款的清收及老剧的二轮及多轮发行。 

（3）鹿港互联主要从事互联网影视剧的投资、内容制作及发行等相关工作。 

（三）影视行业基本情况 

（1）电视剧行业 

近年来，我国电视剧行业供给端总体呈下降趋势。从 2012-2019 年，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

剧数量从 506 部逐年减少到 254 部。此外，根据广电总局统计数据，我国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

证（甲种）》的机构数量已从 2014 年的 137 家下降至 2019 年的 73 家。在产业升级、注重质量的

背景下，电视剧行业低端产能持续出清，优质资源逐步向头部大型制片公司靠拢。 

2018 年，广电总局推出限薪令：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全部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

总成本的 40%，主要演员片酬不超过总片酬的 70%。同年，优酷、爱奇艺与腾讯三大视频平台联



合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萌影业、慈文传媒、耀客传媒、新丽传媒等六家影视公司共同发布《关

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对演员的单集片酬进行了限制。由以上公司

采购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单个演员单集片酬（含税）不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其总片酬（含税）

最高不得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后，通过降低演员片酬成本，影视公司可以将更多的资

金和资源投入制作环节，提升影视剧品质，逐步从追逐演员的“明星流量效应”转向追求内容的

高质量与精品化，推动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从需求端来看，随着我国观众观剧品位不断提升，内容精品化、付费化、受众细分化等趋势

进一步确立。在此背景下，渠道方不再把流量作为唯一的购剧标准，而将购剧成本、会员留存度

等作为统筹考量指标。优质头部精品剧仍是市场稀缺资源，普通电视剧和精品电视剧的价格差异

化愈发明显，“内容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 

（2）电影行业 

我国电影行业规模在过去十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国内电影票房从 2010 年的 101.72 亿元增长

到 2019 年的 642.66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22.73%。观影人次从 2010 年的 2.5 亿人次增长到

2019 年的 17.27 亿人次，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22.35%。从票房收入角度衡量，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此外，我国国产电影发展态势同样良好。2019 年，我国国产电影票房达到 411.75 亿元，占当

年票房总额 642.66 亿元的 64.07%；国产电影票房过亿数量 47 部，占当年票房过亿影片总数 88 部

的 53.41%。 

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影院自 1 月 24 日起关闭，直至 7 月 20 日，根据《国

家电影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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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地区影院才开

始逐步开放。因此，2020 年上半年全国电影行业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冲击。 

尽管疫情阴霾仍笼罩，但影院复工后，中国电影部分项目屡创历史佳绩，电影市场潜力巨大、

活力持续释放。未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居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强，我国电影行

业与电影市场将长期持续向好发展。 

B、毛纺业务 

（一）毛纺业务的经营模式 

（1）供应商选择 

公司大宗原料主要包括腈纶及羊毛。 

腈纶方面：腈纶采购方式主要分二种：一是从国外采购，如从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

进行采购；二是从国内采购。国外和国内采购又分成从生产商直接进行采购和从贸易商处进行采

购。 

羊毛方面：羊毛采购方式主要分两种：一是从国内毛条厂进行采购，二是从澳大利亚羊毛供

应商直接进行采购。 

除腈纶和羊毛以外，公司对于涤纶及羊绒、绢丝、兔毛、粘胶、尼龙、棉花等国内采购即可

满足需求的原料，根据实际需求变动采取即时采购，但在供应商中择取质量、信誉、价格较好的

作为相对固定的供应商。 

（2）采购流程 

公司原料使用部门根据本公司整体指导性计划及销售订单及意向情况，编排原料采购计划和

市场价格的调研，将结果报主管副总经理审批后，由综合科进行估价并成立合同。对重大采购公

司高管团队共同决策。在交货进度的跟踪方面由综合科根据合同进行督促跟踪。对于国外采购，

还需要增加开具信用证流程。 

原材料进库前，由质检科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 

（3）生产模式 

公司目前采用三种生产方式：自制生产、委外加工和贴牌生产，由于产能的限制，自制生产



的产品占公司总产品的 50%左右，委外加工占 40%左右，贴牌生产占 10%左右。 

A、自制生产方式 

自制生产方式为公司自行采购原材料后，主要工序全部利用自有的生产设施进行生产，最后

将生产的产品进行销售的生产方式。 

B、委外加工方式 

委外加工方式为公司自行采购原材料后，特定工序或全部工序委托外协单位进行生产，最后

将加工好的成品或半成品收回用于进一步加工或销售的方式。 

为保证公司的产品具有较高的质量，公司选择质量、信誉都较好的单位作为委外生产厂家，

通过委派跟单员对外协单位生产制造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监控等一系列措施，对受托企业及受托产

品进行质量控制，以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公司的要求。 

C、贴牌生产方式（OEM 方式） 

贴牌生产方式为公司直接从其他企业外购成品并检验合格后贴牌、包装、销售。 

（二）主要产品及其主要用途 

公司毛纺织业务的产品主要包括精纺纱线、半精纺纱线和高档精纺呢绒等，具体如下： 

主要产品 产品特性 产品用途 

 

精纺纱线 

精纺纱线手感轻爽柔软，富有弹

性，有较好的延伸性和悬垂性，色

泽自然、艳丽、丰富，风格独特、

规格齐全（一般在 28 支/2 以上的

针织绒纱均能生产），易洗涤，易

护理，适合内外穿着 

广泛运用于针织毛衣、职业

装、休闲装、商务装、运动装、

时装、T 恤衫等系列的针织服

饰 

 

半精纺纱线 

半精纺纱线毛型感强，原料纤维

使用范围广，多种纤维混纺，色泽

鲜艳、夹花效果明显，织物立体感

强 

半精纺纱线使用范围比精纺

纱线更为广泛，目前半精纺织

物在市场上较为流行 

 

高档精纺呢绒 

高档精纺呢绒产品手感好，呢面

细腻光洁，充分展现轻薄面料高

档华贵的质感和经典时尚的新风

貌。面料平均纱支达 80 支（最高

可达 180 支），每平方米重量 120-

160 克，而一般面料平均支数在

40-60 支，每平方米平均重量 180-

220 克 

主要用于高档男女西装、职业

装 

 

（三）毛纺织行业基本情况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纺织企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也将使企业在疫情结束后

一段时间内面临外贸订单流失及国际竞争加剧的风险，进一步增加了行业发展不确定性。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国内疫情得到较好控制，我国毛纺织行业正在从疫情的低谷中走出，逐



步走上复苏的轨道。2020 年 1-7 月，我国规模以上毛纺织及染整企业的营业收入总计 744 亿元，

同比跌幅已收窄至 3.7%，明显好于同期纺织业整体 13.4%的跌幅。此外，2020 年 7 月，我国单月

毛纱线产量在当年首次实现同比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毛纺供给侧开始呈现复苏的态势。总

体来看，我国毛纺织行业当前虽然仍处在困难期，但是已从局部和部分开始呈现向好的迹象。随

着国内居民生活消费的逐步恢复，以及国际部分地区的疫情好转，行业有望逐步复苏。 

2020 年 1-9 月，纺织行业整体也呈现逐步复苏的态势。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调查数据，

2020 年第三季度，纺织行业景气指数为 61.5，较二季度提高 10.5 个点，达到 2018 年以来的最高

水平。2020 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纺织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4.6%，跌幅较今年一季度和上半年分

别回升 11.9 和 2.1 个百分点。在我国疫情逐渐可控，国家助企纾困、“六稳”“六保”各项政策效果

持续显现的背景下，包括毛纺织在内，我国纺织行业将逐步回归正常轨道。 

从宏观因素来看，全球经济总体将延续温和增长态势，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基础不会改

变。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将更加着重稳增长、防风险、扶持与保障民生行业。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国家已开始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帮助企业逐步缓解经营压力。此外，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达成，有益于改善我国外贸环境与市场预期，减轻出口企业压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820,498,278.68 5,394,628,650.03 -29.18 6,687,517,682.88 

营业收入 1,692,687,909.67 3,035,439,712.77 -44.24 4,779,655,547.67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433,117,530.47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

1,022,123,750.80 

-965,747,540.66   56,094,152.0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1,039,551,583.42 

-988,421,278.34   54,028,078.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36,533,950.85 1,569,892,852.01 -65.82 2,555,047,343.3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6,043,703.75 359,534,365.96 -143.40 116,526,159.5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4 -1.08   0.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4 -1.08   0.06 

加权平均净资 -96.53 -46.10   2.18 



产收益率（%）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23,819,757.86 68,516,902.23 633,421,310.20 466,929,93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3,428,331.82 -959,576,418.01 26,024,480.49 -25,143,48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7,912,380.31 -963,128,602.35 22,818,832.42 -31,329,43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542,540.66 -26,336,299.29 339,746,946.44 -517,996,891.56 

注：公司二季度计提大额影视资产减值。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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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1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04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钱文龙 0 118,923,722 13.32 0 质押 118,923,722 境内自

然人 

吴毅 -8,930,000 52,719,148 5.91 0 质押 52,719,148 境内自

然人 

陈瀚海 -

16,296,400 

48,509,078 5.43 0 质押 47,881,000 境内自

然人 

缪进义 0 47,499,404 5.32 0 质押 47,499,404 境内自

然人 

钱忠伟 0 37,321,006 4.1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家港市

金城融创

0 27,098,810 3.04 0 无 0 国有法

人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张维东 9,954,474 16,553,200 1.8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黄杨 1,430,900 11,759,890 1.3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马淑环 10,600,000 10,600,000 1.1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金骏 7,800,000 9,000,000 1.0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的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中，钱文龙、缪进义、陈瀚海、

钱忠伟、吴毅、黄杨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2）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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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前十大股东中吴毅、陈瀚海在本报告期内发生减持，均因其股票质押融资业务未能按期赎回，

被证券公司予以强制平仓，非主观意愿的减持行为，属于被动减持。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经审计，公司 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382,049.83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157,413.04 万元，负债

总额为 325,410.40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50,605.9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5.17%，较上年增加了

15.47%。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69,268.79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134,275.18 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212.38 万元，其中公司影视板块三家子公司天意影视、世纪长龙、互

联影视受影视行业深度调整和行业洗牌影响，报告期内共计亏损 116,070.64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会计准则的修订情况相应变更了公司会计政策，具体内容详

见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附注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如下： 

子公司全称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备注 

一级子公司： 

洪泽县宏港毛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宏港毛纺） 
100% 100% 2,000.00 

毛纱、毛线及各类纱

线纺织 

 

张家港保税区鹿港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鹿港国际贸

易） 
100% 100% 2,000.00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

批发 

 

江苏鹿港乐野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乐野科技） 100% 100% 25,000.00 
毛纺织品和染整精加

工 

原江苏鹿

港毛纺织

染有限公

司更名 

江苏鹿港朗帕服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朗帕服饰） 51% 51% 4,000.00 
服装、服饰、针纺织品

制造、加工、销售 

 

鹿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鹿港） 100% 100% 1,000.00 
纺织科技技术开发，

纺织原辅材料销售 

 

鹿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鹿港） 100% 100% 港币 100.00 —— 
 

洪泽美伦精品酒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洪泽美伦酒店） 75% 75% 2,000.00 酒店餐饮服务 
 

江苏鹿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鹿港科技） 100% 100% 25,000.00 
纺织品、编织品及其

制品 
 

张家港美伦精品酒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伦酒店） 51% 51% 1,700.00 酒店餐饮服务 
 

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世纪长龙） 100% 100% 25,000.00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

视录音制作业 

 

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意影视） 96% 96% 1,772.51 
广播、电视、网络剧制

作与发行 

 

鹿港互联影视 (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鹿港影视） 100% 100% 10,000.00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张家港市塘桥镇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公司） 60% 60% 198.00 污水处理  

杭州勾山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勾山影业） 100% 100% 1,000.00 
制作、复制、发行：影

视剧 

11 月 5 日

设立 

张家港市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鹿港环保科技） 51% 51% 2,550.00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及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

服务 

※1 

二级子公司： 

上海西岸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西岸） 100% 100% 300.00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

视录音制作业 一 级 子 公

司 世 纪 长

龙 的 子 公

司 

海宁狮门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宁狮门） 100% 100% 300.00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

视录音制作业 

新疆瀚龙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瀚龙影视） 100% 100% 5,100.00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发行 



子公司全称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备注 

世纪长龙（香港）影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长龙香港） 100% 100% —— —— 

晋江柏菲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柏菲影视） 100% 100% 100.00 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 

平潭金瑞和文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瑞和文化） 
100% 100% 100.00 电视剧制作、发行等 

北京创视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创视纪） 100% 100% 100.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文艺创作、会议及

展览服务 

一 级 子 公

司 鹿 港 影

视 的 子 公

司 

霍尔果斯向日葵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向日葵影视） 100% 100% 500.00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发行 

一 级 子 公

司 天 意 影

视 的 子 公

司 

江苏鹿港天纬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纬科技） 100% 100% 10,000.00 
针纺织品、纺织制成

品销售 

系一 级 子

公 司鹿 港

科 技的 全

资子公司，

11 月 17 日

设立 

※1 鹿港环保科技原系污水处理公司独资设立的张家港市鹿港新型墙体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款尚未缴纳。2020 年 4 月 20 日变更为由本公司、黄杨、张家港市大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同时名称变更为张家港市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动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本期变动情况 取得方式 

一级子公司： 

鹿港投资 5,000.00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 本期注销 投资设立 

淮北鹿港科技 100,000.00 
纺织、面料、服装等制造、加工

及销售 
本期注销 投资设立 

勾山影业 1,000.00 制作、复制、发行：影视剧 本期新增，纳入合并 投资新设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其他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 6 “合并范围的变化”以及附注 7、

7-0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