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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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健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永娣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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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0,879,294.27 2,838,431,352.28 4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2,371,568.62 2,019,343,813.14 -5.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46,112.93 -69,964,478.39 187.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2,820,177.61 45,770,175.90 38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34,587.82 -70,898,879.17 13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54,594.68 -75,411,183.08 12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2.89 增加 4.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9 1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9 1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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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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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820.5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6,8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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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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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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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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047.0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0,6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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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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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70.78  

所得税影响额 99,984.18  

合计 1,279,9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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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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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310,228,317 69.2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11,479,790 2.5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80,334 0.69 0 无 0 其他 

韩涛 1,800,0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金安国纪实业有限公

司 
1,560,000 0.3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卢红 1,299,6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平 1,076,7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敏 998,8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永杰 789,012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辉 783,975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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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310,228,317 人民币普通股 310,228,317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11,479,790 人民币普通股 11,47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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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80,334 人民币普通股 3,080,334 

韩涛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上海金安国纪实业有限公司 1,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000 

卢红 1,29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9,600 

陈平 1,07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6,700 

叶敏 9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998,800 

吴永杰 789,012 人民币普通股 789,012 

李辉 783,975   783,9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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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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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行业情况 

截至 2021年第一季度末，全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为 180.93亿元，同比增长 705.29%，较 2019

年同期下滑 3.19%，累计实现观影人次 4.23 亿，同比增长 603.66%，较 2019 年下滑 12.04%。其

中，国产影片票房为 165.17 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 91.29%，进口影片票房为 15.72 亿元，占全

国总票房的 8.71%。 

 

2.5 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公司共拥有已开业直营影院“SFC 上影影城”共 55 家，银幕总数为

389 块，报告期内累计实现票房收入 15,749.99 万元（不含服务费），市场占有率为 0.95%，实

现观影人次 337.41万。 

截至 2021年第一季度末，公司下属联和院线共拥有加盟影院总数 687家，银幕总数为 4,422

块，报告期内累计实现票房11.92亿元（不含服务费），市场占有率为7.19%，实现观影人次2,757.20

万。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了 2部期内已上映影片的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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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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余额 

2020年 

12月 31日余额 
增减(%) 变动原因分析 

其他应收款 6,133.80 8,860.25 -30.77 
主要系报告期内代垫影片宣发支出减

少所致 

应收股利  4,2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上期末应收参股

企业尚未发放的股利 

在建工程 100.00 26.69 274.65 主要系报告期影院新建项目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110,164.88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确

认使用权资产所致 

商誉 2,261.55 1,294.32 74.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全资收购一家参股企

业产生商誉所致 

预收款项 775.02 554.32 39.82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26.93 2,923.44 -34.09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上期期末计提的

工资薪金所致 

应付股利 0.22 50.67 -99.5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期末应付少数

股东股利所致 

租赁负债 135,15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确

认租赁负债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981.81 432.93 -376.99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追

溯调整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金额 

本期比上

期增减(%)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22,282.02 4,577.02 386.82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电影市场逐渐恢复，营业收入增加所

致  

营业成本 17,042.22 12,526.21  36.05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相应

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6.59 22.46 -70.64  
主要系报告期内电影放映收入免增值

税，且上年同期免税政策未出台所致  

财务费用 1,377.21 -449.79 406.19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增

加租赁负债的利息摊销所致  

其他收益 241.98 523.91 -53.8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132.85 -421.26 131.54  
主要系报告期内参股企业利润增加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3.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投资影片公允价值下

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70 -67.35 124.80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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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14 0.34 1,107.42  

主要系报告期内一家全资子公司因对

方要求合同提前终止，获得赔付的违

约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2 5.27 -76.83  
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报废减少所

致  

利润总额 2,441.72 -9,341.92 126.14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成本

和费用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32.89 -1,260.93 126.40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增加，相应所得

税增加所致 

净利润 2,108.83 -8,080.99 126.10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53.46 -7,089.89 131.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44.63 -991.10  85.41  
主要系报告期内非全资的控股企业亏

损减少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

额 

本期比上

期增减

(%)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114.61 -6,996.45 187.40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2.11 -4,760.15 90.2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参股企业分红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9.78 -1,621.79 87.68  

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归还银行

贷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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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健儿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