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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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详见公司 2020 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四、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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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46,833,706.10元，同时，鉴于报告期内公司已支付了 95,975,338.48元（不含交易费用）

进行回购，为保证公司的稳健经营，保持健康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拟定 2020年度不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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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霞（代） 黄霖翔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景昙路9号西子国际A

座14楼 

杭州市上城区景昙路9号西子国际A

座14楼 

电话 0571-87974176 0571-879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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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影视文化。 

现阶段，公司影视文化业务的经营主体以全资子公司广厦传媒有限公司为主，其主要经营模



式为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广厦传媒的产品策略为聚焦卫视精品剧，并向网剧、网络电影、

院线电影横向延伸。在发展过程中，公司一方面将顺应行业发展及监管趋势，在充分认识行业风

险和自身优劣势的前提下，通过整合市场优质资源，加强项目的储备工作，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

色的精品化开发路线，提升市场竞争力及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影视行业进入盘整期，头部

效应日益明显，同时随着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的变化，纯制作类公司业绩波动性加大、

周期性特征明显，因此，公司未来将根据市场契机，在充分调研、研究的基础上的进行外延式扩

张，布局影视产业上下游或具有协同效应的相关的资产及业务，提升公司在影视传媒行业的竞争

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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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1,041,583.77 4,129,305,045.06 -6.50 6,987,849,443.81 

营业收入 186,440,120.09 101,418,095.50 83.83 808,555,9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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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57,098.75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833,706.10 1,225,185,351.41 -103.82 117,816,47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099,153.78 -168,966,623.48   135,735,52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79,970,806.34 3,605,470,461.85 -6.25 2,451,470,387.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36,018.56 893,248,360.75 -102.37 162,781,446.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1.41 -103.55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1.41 -103.55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40.59 减少41.94个百分点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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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130.06 18,207,412.17 157,068,925.22 9,742,65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359,451.69 -14,559,548.23 96,176,285.15 -58,090,99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217,918.07 -4,898,924.62 63,441,725.36 -23,661,56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32,703.57 335,160.67 2,013,817.36 3,347,7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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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92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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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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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326,300,000 38.65 0 
质押 324,6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冻结 326,300,000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6,068,810 41,161,190 4.88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冻结 41,161,190 

卢振华 0 16,422,676 1.95 0 质押 15,000,000 境内自然人 

楼明 -1,063 15,950,000 1.89 0 
质押 15,450,000 

境内自然人 
冻结 15,950,000 

楼忠福 0 14,591,420 1.73 0 冻结 14,59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180,530 13,783,661 1.63 0 未知   未知 

王小平 4,564,700 5,030,500 0.60 0 未知   未知 

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 0 4,867,229 0.58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锦忠 4,521,600 4,521,600 0.54 0 未知   未知 

宫和云 0 3,610,000 0.43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楼忠福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楼明为父子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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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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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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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全年营业收入约 1.86亿元，同比增长约 83.83%，主要系本期电视剧《爱

之初》完成发行，确认收入较多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利润约-0.47 亿元，同比下降约

103.82%，主要系报告期内浙商银行公允价值变动及上期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完成交割，确

认投资收益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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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2020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中“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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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浙江广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东阳市广厦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厦（南京）房地

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广厦传媒有限公司、浙江广厦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广盛体育文化（上海）

有限公司、杭州钮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广厦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厦（杭州）影

视有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