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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慈文传媒”）近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47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

司对此高度重视，现将公司对问询函提出问题的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根据年报，报告期内，你公司“影视业”业务收入为6.60亿元，占营业

总收入的比例为97.91%，毛利率为-2.92%，同比下降25.67个百分点。请你公司： 

（一）结合行业环境、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影视剧项目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的

政策及具体情况，分析报告期内毛利率为负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回复】 

近几年来，影视行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项目成本配置比例、题材选择、内容

创作生产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管理。同时，由于播出环境及市场需求发生新的

变化，影视剧备案数量和上线数量均出现了下滑。 

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整个行业遭遇了资本流出、项目延期或

减产、播出不确定性因素大增的多重压力，公司的生产经营各项业务也受到重大影响。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与毛利率情况如下： 

同行业 

可比公司 

影视剧及综艺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率 

2019 年 2020 年 同比 2019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慈文传媒 113,126.70 66,007.27 -41.65% 22.75% -2.92% -25.67% 

华策影视 215，082.95 343,017.78 59.48% 15.12% 25.33% 10.21% 

唐德影视 -19,374.30 18,008.48 192.95% 不适用 31.63% 不适用 

欢瑞世纪 41,795.73 8,772.26 -79.01% -35.76% -151.67% -115.91% 

1、公司影视剧及综艺业务收入及成本结转政策 

（1）影视剧销售收入的确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与购货方签订协议，根据合约条款交付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

《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或“上线备案号”的影视剧播映带或其他载体，并于购货方获

得前述载体控制权的时点时确认收入。其中，对于在交付播映带或其他载体后，购货

方可以主导播出时间的，在交付播映带或其他载体时作为控制权转移时点；对于合同

中约定上线播出时间且购货方无法主导播出时间的，在交付播映带或其他载体并于电

视剧开始播映的时点作为控制权转移时点。 

影视剧销售收入包括电视播映权转让收入、音像版权收入、网络播映权收入、海

外发行收入、复制费母带费收入等。 

（2）综艺节目销售收入的确认 

在综艺节目播出并且客户权益实现时，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计量，且很可能

流入时确认收入。 

（3）影视剧及综艺业务成本的结转方式 

①采用一次性卖断方式，采用在收入确认时点将全部实际成本一次性结转销售成

本。 

②采用按票款、发行收入等分账结算方式，或采用多次、局部(特定院线或一定区

域、一定时期内)将发行权、放映权转让给部分电影院线(发行公司)或电视台等，且仍

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行、销售的影视剧，应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24个

月的期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销售成本。 

计划收入比例法是指企业从首次确认销售收入之日起，在成本配比期内，以当期

已实现的销售收入占计划收入的比例为权数，计算确定本期应结转的相应销售成本。

计算公式为： 

计划销售成本率＝影视剧入库的实际总成本／预计影视剧成本配比期内的销售收

入总额×100%  

本期(月)应结转销售成本额＝本期(月)影视剧销售收入额×计划销售成本率 

在电视播映权的转让中，主要包括首轮播映权转让和二轮播映权转让。首轮播映

权是电视台可以按约定的顺序在2年内先后开始播放的权利；二轮播映权是指在首轮上

星播出后的约定日期，其他电视台继续播放的权利。目前影视剧项目电视播映权转让

收入中，主要为首轮播映权转让收入和二轮播映权转让收入，通常在24个月内完成。

因此，根据发行或播映的影视作品的市场状况，本着谨慎性的原则，本公司仅以24个

月期限内的首轮播放权转让和二轮播放转让预计实现的收入作为影视剧项目电视播映

权转让的预计计划收入。 



2、公司2020年“影视业”业务毛利率分析 

公司2020年“影视业”业务收入为6.60亿元，毛利率为-2.92%。其中，综艺收入为

3.90亿元，占比59.09%，毛利率为-12.78%；影视剧收入为2.70亿元，占比40.91%，毛

利率为11.30%。 

（1）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综艺项目系为与东方卫视联合出品的综艺节目《我们

的歌》、《舞者》，项目虽取得了良好的播出效果和社会效益，但由于受疫情影响，

综艺节目广告招商未达预期，综艺项目毛利约为-4,982万元，从而影响公司“影视业”

业务毛利率为负。 

（2）报告期内，受行业整体环境变化等的影响，公司2019年已交付播映带的一部

当代题材大剧未能在2020年播出。互联网播出平台与公司协商将该剧的采购模式调整

为全版权[包括：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放映权、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卫星及地面电视

台广播发行权、全渠道海外发行权等]采购，因此，公司与电视台协商解除了双方已签

署的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使公司2020年影视剧毛利减少约2,821万元，进而影

响了公司“影视业”业务毛利率。 

（二）详细说明报告期内“影视业”业务的经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期内主

要影视产品的收益情况、目前尚未制作完毕的主要影视作品情况、预计实现收益时间

及库龄等。 

【回复】 

1、公司报告期内确认收入的“影视业”业务主要影视产品的收益情况 

影视项目名称 类别 收入金额（万元） 占比 毛利金额（万元） 

《我们的歌》系列 综艺 33,651.32 50.98% -2,566.15 

《舞者》 综艺 5,314.65 8.05% -2,415.35 

《天涯客》 影视剧 15,148.66 22.95% 1,946.05 

《一片冰心在玉壶》 影视剧 6,981.13 10.58% 639.15 

《重启之极海听雷》 影视剧 6,481.13 9.82% 2,424.53 

《风暴舞》 影视剧 -10,377.36 -15.72% -2,821.42 

2、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未制作完毕的主要影视作品情况 

影视项目名称 目前进度 
预计实现 

收益时间 
库龄 备注 

《疫战》 后期制作中 2021 年 1 年以内  

《爸爸来了》 后期制作中 2021 年 1 年以内  

《流光之城》 后期制作中 2021 年 1 年以内  

《夏天的骨头》 后期制作中 2021 年 1 年以内  

《刀剑笑》 后期制作中 2021 年 1 年以内  

《时光分叉的夏天》 后期制作中 2021 年 1 年以内  



《海棠公馆》 后期制作中 2021 年 1 年以内  

《紫川》 拍摄中 2022 年 2-3 年 筹备期较长，故存货账龄较长 

《步步生莲》 筹备中 2022 年 3 年以上 
预售合同沟通中，预计 2022

年一季度开机 

《脱骨香》 筹备中 2022 年 3 年以上 
预售合同沟通中，预计 2021

年四季度开机 

《楚乔传 2》 筹备中 2023 年 2-3 年 剧本优化中 

《X 女特工之黑天鹅》 筹备中 2023 年 1-2 年 剧本优化中 

 

问题二、根据年报，你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金额为6.49亿元，占年度销售总

额比例为96.33%，2018年至2020年，你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占年度销售额的比例

为88.04%、83.52%和96.33%。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的

主要产品、历年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以及前五大客户是否为关联方，并结合行业情况、

可比公司情况等分析说明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必要性，是否对特定的客户存在重

大依赖，是否与行业趋势存在重大差异以及你公司采取的防范客户依赖风险的措施。 

【回复】 

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前五大客户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1、2018 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不含税销售

额（万元） 

是否为 

关联方 
销售的主要产品 

截至 2021.06.30 

累计已回款情况 

腾讯 49,143.95 否 《沙海》《极速青春》 已全部回款 

爱奇艺 29,932.96 否 《临界天下》 已全部回款 

上海文广 26,046.65 否 
《下一站传奇》（第 1-11

期）、《极速青春》 

《下一站传奇》已回款

21,900.28 万元，《极速青

春》已回款 3,240 万元 

优酷 15,094.34 否 《杨凌传》 已全部回款 

北京电视台 6,106.32 否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已全部回款 

小计 126,324.22    

2、2019 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不含税销售

额（万元） 

是否为

关联方 
销售的主要产品 

截至 2021.06.30 

累计已回款情况 

爱奇艺 53,407.73 否 
《风暴舞》《光荣时

代》《大地震》 

《风暴舞》已回款 21,630 万元，

其他项目已全部回款 

腾讯 15,774.67 否 
《光荣时代》《暗黑

者 3》《大唐魔盗团》 
已全部回款 

上海文广 13,410.76 否 
《风暴舞》、《下一

站传奇》（第 12 期） 

《下一站传奇》已回款 1,000 万

元，其他项目已无应收款项余额 

艺能传媒 9,456.37 否 《锦衣之下》 已回款 6,650 万元 

宸铭影视 5,781.38 否 《侦探语录》 已回款 3,850 万元 

小计 97,830.91    



3、2020 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不含税销售

额（万元） 

是否为

关联方 
销售的主要产品 

截至 2021.06.30 

累计已回款情况 

上海文广 28,116.91 否 

《我们的歌》系列 

《舞者》 

风暴舞》解约 

《我们的歌》系列已回款

23,889 万元，《舞者》已回款

5,080 万元 

优酷 23,375.07 否 

《天涯客》 

《一片冰心在玉壶》

《胜算》 

《天涯客》已回款 14,642.97

万元，《一片冰心在玉壶》已

回款 5,920 万元，《胜算》已

全部回款 

南派泛娱 6,481.13 否 《重启之极海听雷》 已全部回款 

爱奇艺 4,706.91 否 
《胜算》 

老剧销售 

《胜算》已全部回款，老剧销

售已回款 3,600 万元 

广东电视台 2,264.58 否 《胜算》 已回款 1,440.27 万元 

小计 64,944.60    

备注：《锦衣之下》、《侦探语录》、《重启之极海听雷》为公司与合作方联合摄制项目，非

公司直接发行，公司根据合作方应分配本公司的金额确认收入，故客户填报为项目合作公司。 

综上，公司近三年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的主要产品为影视产品。影视产品不同于一

般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各影视产品的销售价格缺乏可比性。公司历年向前五大客户

销售的影视产品不同，导致各年度前五大客户的合计销售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另外，

由于影视产品的特殊性，产品适销对象一般为电视台及互联网视频提供商；优质客户

趋于进一步集中（主要为国内一线卫视和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 TV、PPTV 等互

联网视频平台），也是导致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司在影视产品销售发行上，均会与多家客户谈判沟通，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后方最终确定合作客户。同时，由于公司影视产品历年销售对象不尽相同，公司历年

前五名客户均存在一定的变化，公司不存在对特定客户的高度依赖。 

4、公司近三年前五名客户及同行业对比情况 

同行业 

可比公司 

2018 年（万元） 2019 年（万元） 2020 年（万元） 

前五名客户

销售额 

占营业总收

入的比例 

前五名客户

销售额 

占营业总收

入的比例 

前五名客户

销售额 

占营业总收

入的比例 

慈文传媒 126,324.22 88.04% 97,830.90 83.52% 64,944.60 96.33% 

华策影视 413,078.74 71.45% 161,784.92 61.50% 256,436.46 68.71% 

唐德影视 23,542.55 63.37% 16,604.75 不适用 16,517.42 82.96% 

欢瑞世纪 114,547.96 81.34% 47,373.46 82.76% 17,058.70 87.68%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问题三、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12.22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49.53%，报告期内你公司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33亿元，根据你公司4月15日披露的



《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因2019年交付播映带未能在2020年播出，电视台

与你公司解除合同、互联网播出平台对合同价格进行了调减，你公司因此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约1.25亿元。 

（一）请结合电视台、互联网平台同你公司调整合同的相关情况说明相关事项是

否构成期后事项，你公司将存货跌价准备计入2020年度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跨

期调节利润的情形，并自查是否存在其他交付后一直未播出的影视剧作品，以及相关

情况是否对你公司存货跌价的计提存在影响。 

【回复】 

1、电视台、互联网平台同公司签订及调整合同的情况 

2018 年公司分别与互联网平台及电视台签订一部当代题材大剧的播映权使用许可

合同，并于 2019 年交付播映带，该剧未能在 2020 年播出。根据与互联网平台的协议

约定，该剧首播时间不得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如未能按约定日期播出的应提前告

知甲方并签订补充协议，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2021 年 4 月，互联网播出平台与公

司协商将该剧的采购模式调整为全版权[包括：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放映权、中国大陆（不

含港澳台）卫星及地面电视台广播发行权、全渠道海外发行权等]采购，并签订补充协

议调整销售价格。同时，公司与电视台协商解除双方已签署的电视剧播映权许可使用

合同。 

2、期后事项准则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四条及第五条规定：企业发

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表，企业发生的资产

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通常包括（二）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表明某项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了减值或者需要调整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规定：如果资产负债表日及所属会计期间已经存在某种情

况，但当时并不知道其存在或者不能知道确切结果，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事项能够

证实该情况的存在或者确切结果，则该事项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调整事项。

如果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对资产负债日的情况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据表明的情况

与原来的估计和判断不完全一致，则需要对原来的会计处理进行调整。 

3、会计处理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的确认时点由“商

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时”变为“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公司对于合同

中约定上线播出时间，且购货方无法主导播出时间的，收入确认时点由“电视剧播映



带或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时”变为“在电视剧播映带或其他载体已转移给购货方并

于电视剧开始播映时”。根据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对该剧目

与互联网平台签订的发行合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冲回营业收入，同时将营业成本调

整至存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剧目尚未播出， 2021 年 4 月公司与互联网平

台签订补充协议调整合同金额，取得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该剧目已经发生了减值损失。

公司根据准则要求，将该事项确认为日后调整事项，根据最新合同计算的可变现净值

与存货账面价值差额于 2020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按照新收入准则规定，该剧目于

互联网平台 2021 年播出时确认了收入。 

4、自查情况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交付后一直未播出的影视剧作品。 

（二）请结合你公司影视剧制作模式和销售模式，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分析说

明你公司存货占总资产比重、库存商品及在产品占存货的比重是否合理，与同行业公

司存在重大差异。 

【回复】 

1、公司影视剧制作模式 

公司影视剧制作采取项目制，主要包括立项与摄制两大环节，立项环节主要包括素

材挖掘、剧本创作评估、立项审核和备案公示四个主要流程，属于影视项目的筹备期。

影视产品属于创意产品、艺术产品，不同于一般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不同的项目，

由于题材、故事、体量及剧本来源等因素的不同，加之受市场变化和广电监管政策的

影响，导致其筹备期长短不一，有的项目筹备期可能长达数年。 

摄制环节以剧组为生产单位，主要包括剧组组建、作品拍摄制作两个主要流程。影

视剧项目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公示或取得监管部门摄制许可后，公司组建成立剧组，

由剧组负责影视剧作品的现场拍摄。作品拍摄过程中，制片人为剧组总负责人，与剧

组主创人员建立密切沟通，并委派监制跟踪、督促剧组执行拍摄计划与预算，保证拍

摄进度与质量，控制拍摄成本。现场拍摄过程中及结束后，由专业人员对作品进行后

期制作，主要包括画面对白剪辑、录制音乐、动效和音响音效资料以及补录补拍相关

镜头、制作片头片尾和对白字幕、混录合成等，最终形成可供播放的影视剧作品。 

在影视剧的现场拍摄及后期制作上，不同的项目，由于题材、体量、拍摄环境及后

期特效等因素的不同，其周期也长短不同，现场拍摄一般需要 3-6 个月，后期制作一

般需要 3 个月左右。 

2、公司影视剧销售模式 



公司坚持“销售前置、全程营销”的理念，在素材挖掘环节即与影视剧播放平台进

行深入沟通，确保其产品契合市场需求。公司的影视剧发行销售环节主要包括预售、

发行许可、发行销售三个主要流程。其中，预售（预先销售），是指公司在取得发行

许可证之前通过协议的方式将未来电视剧的播放权预先销售给电视台、互联网播放平

台等客户。在影视剧拍摄制作完成后，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作品获得

《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或“上线备案号”或播映许可，公司对影视剧作品进行正式发

售。目前，剧集的销售对象主要为电视台、互联网播放平台等视频播出机构，以 B2B

的销售模式为主。 

3、公司存货占比及同行业对比情况 

同行业公司 

类别 
慈文传媒 华策影视 欢瑞世纪 唐德影视 

存货占总资产比重 49.53% 31.68% 37.87% 55.30% 

库存商品占存货比重 32.64% 32.80% 25.86% 39.16% 

在产品占存货比重 52.00% 47.68% 59.82% 49.27% 

公司存货占比情况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存货具体构成、库龄期限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分析说明你公司存货周转情况，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与同

行业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是否存在拍摄停滞或长期未放映的影视剧，相关影视剧项目

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 

【回复】 

1、公司存货具体构成情况 

类别 
期末余额（元）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14,064,213.73 - 214,064,213.73 

在产品 724,796,509.79 - 724,796,509.79 

库存商品 454,873,582.74 171,447,743.77 283,425,838.97 

合计 1,393,734,306.26 171,447,743.77 1,222,286,562.49 

2、公司存货库龄情况 

（1）原材料情况 

公司原材料主要为小说改编权、剧本及编剧费，报告期末公司已拥有储备小说改编

权、剧本近百部，例如：《大秦帝国》系列、《神探伽利略》《弹痕》《花千骨二、

三》《宁渊》等，经检查均在版权期限内或正常推进续约工作，不存在减值迹象。 

（2）在产品情况 

公司期末在产品余额 7.24 亿元，其中前十大在产品项目余额 5.86 亿元，占比 81%，



拍摄制作进度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元） 库龄 截至 2021.06.30 项目进展情况 

《烽火流金》（杀破狼） 163,174,394.72 1 年以内 已取得发行许可证 

《婚姻的两种猜想》 81,772,147.07 1 年以内 已取得发行许可证 

《流光之城》 69,962,382.70 1 年以内 后期制作中 

《脱骨香》 53,526,443.80 3 年以上 
预售合同沟通中，预计 2021 年四

季度开机 

《楚乔传 2》 46,597,294.20 2-3 年 筹备中，剧本进一步优化中 

《紫川》 44,274,363.90 2-3 年 拍摄中 

《步步生莲》 44,142,880.07 3 年以上 
预售合同沟通中，预计 2022 年一

季度开机 

《一江水》 36,689,263.52 1 年以内 已取得发行许可证 

《X 女特工之黑天鹅》 29,691,517.90 1-2 年 筹备中 

特种兵在都市 16,647,125.77 3 年以上 筹备中 

合计 586,477,813.65   

经检查，公司上述剧目均在有序推进中，不存在拍摄停滞的情况，在产品不存在减

值迹象。 

（3）库存商品 

公司期末库存商品余额 4.54 亿元，计提跌价准备 1.71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余额（元） 跌价准备（元） 账面价值（元） 备注 

《风暴舞》 374,279,740.00 125,185,400.38 249,094,339.62 已于 2021.04.25 播出 

《哪吒与杨戬》 35,512,332.27 35,512,331.27 1.00 / 

《左耳》 15,592,192.17 - 15,592,192.17 / 

《唐木木的婚事》 10,800,000.00 - 10,800,000.00 / 

《毛丫丫被婚记》 15,094,339.68 7,547,169.84 7,547,169.84 / 

其他 3,594,978.62 3,202,842.28 392,136.34 / 

合计 454,873,582.74 171,447,743.77 283,425,838.97  

备注：①《左耳》：公司已与网络平台签订预售合同，并收到预售发行款 1,920 万元，可变现

净值高于账面成本，不存在减值；②《唐木木的婚事》：公司正在推进该剧发行事宜，不存在减值；

③《毛丫丫被婚记》：该剧涉及越权销售诉讼，公司已根据可回收性计提了 50%的跌价准备。 

公司已对库存商品进行了减值测试，充分、谨慎地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同行业公司 

类别 
慈文传媒 华策影视 欢瑞世纪 唐德影视 

存货周转率 0.53 0.97 0.23 0.10 

跌价准备计提率 12.30% 5.97% 4.65% 6.92% 

经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公司存货周转率处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跌价准备计提率

高于同行业水平。 

（四）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慈文传媒 2020 年度期后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询问管理层和治理层，确定是否已发生可能影响财务报表的期后事项； 

（2）审阅构成期后事项的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及解约协议，检查相关销售合同及

报酬条款和各项支持性文件，并与管理层访谈，了解和评估公司确认期后事项的正确

性，判断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3）向客户函证相关事项，包括合同日期、合同金额、主要合同条款、收款金额、

母带转移情况、应收账款余额。 

我们针对慈文传媒存货跌价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价并测试存货与存货跌价准备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的有效性； 

（2）获取期末时点全部存货明细并与账面核对； 

（3）对本期发生的存货增减变动，检查至支持性文件，确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4）复核存货的库龄及周转情况，复核原材料的版权期限，复核在产品的拍摄进

度； 

（5）复核管理层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及计算过程：包括核验销售价格、销售

费用及税金等关键数据，复核可变现净值与账面成本孰高； 

（6）检查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

报和披露。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慈文传媒的存货构成合理；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谨慎；

与互联网平台的调整合同构成期后调整事项，存货跌价准备计入 2020 年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 

 

问题四、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6.50亿元，较期初增加0.56

亿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1.18亿元，较期初减少0.04亿元；你公司将应收账款分为“较

低信用风险资产组合”和“账龄组合”分别计提坏账准备，其中较低信用组合的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为4.23%，账龄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30.23%。 

（一）请说明你公司将应收账款分类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

过细化应收款分类少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形。 

【回复】 

    1、应收账款分类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

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公司对该应收账款单项计提

坏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

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公司应收账款组合分类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依据 

应收账款组合 1 较低信用风险资产组合 

应收账款组合 2 账龄组合 

应收账款组合 3 合并范围内的公司之间应收款项 

其中，较低信用风险组合：该组合客户为一线网络平台及一线卫视，客户规模大，

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度好，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分类为较低信用风险。较低信用风险组合账龄及预期信用损失情况如下： 

账龄 期末余额（元） 坏账准备（元） 预期信用损失率(%) 

1 年以内 255,265,891.93 2,552,654.29 1.00 

1 至 2 年 22,154,049.42 2,215,404.94 10.00 

2 至 3 年 24,843,725.50 7,453,117.65 30.00 

3 至 4 年 1,311,800.00 625,220.00 47.66 

4 年以上 - - 100.00 

合计 303,575,466.85 12,846,396.88 4.23 

公司应收账款分类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不存在通过细化应收款

分类少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形。 

（二）请详细说明较低信用风险组合的构成，包括欠款方名称、欠款金额、账龄、

交易的内容、是否为关联方、坏账计提比例、期后回款情况等，并说明将上述客户划

分至较低信用组合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较低信用风险组合的构成 

客户 期末余额（元） 账龄 
交易 

内容 

是否

关联

方 

坏账计提 截至 2021.06.30 

回款（元） 金额（元） 比例 

单位一 232,395,060.92 

1 年以内
185,549,286.00 

1-2 年 22,154,049.42 

2-3 年 24,691,725.50 

影视剧

销售 
否 11,478,415.45 5% 95,640,000.00 

单位二 32,069,158.15 1 年以内 
影视剧

销售 
否 320,686.95 1% 31,741,158.15 

单位三 14,800,000.00 1 年以内 
影视剧

销售 
否 148,000.00 1% - 

单位四 13,245,647.78 1 年以内 影视剧 否 132,456.48 1% 13,200,000.00 



销售 

单位五 9,601,800.00 1 年以内 
影视剧

销售 
否 96,018.00 1% - 

单位六 1,463,800.00 
2-3 年 152,000.00 

3-4 年 1,311,800.00 

影视剧

销售 
否 670,820.00 46% - 

合计 303,575,466.85    12,846,396.88  140,581,158.15 

上述客户为一线网络平台及一线卫视，客户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度好，

截止2021年6月30日收到回款1.4亿元，占余额的46%。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分类为较低信用风险组合合理。 

（三）根据年报，你公司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为3.11亿元，占应收账款总额

的48%，同比增长15个百分点。请补充说明你公司销售模式、信用政策和结算周期，

并结合影视剧销售模式说明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形成及占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同

行业可比公司、期后回款情况、账龄期限等说明在账期增长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回复】 

1、公司销售模式、信用政策和结算周期 

为了保证电视剧的发行，公司注重实施营销前置的销售模式。公司在选取剧本时

即与目标平台沟通交流，紧随市场需求。在剧本创作和改编优化过程中，公司与目标

平台审批部门沟通互动，了解最新动态。营销前置的销售模式有效保证了公司电视剧

产品的发行和销售。 

公司按销售合同约定的收款进度收取款项，影视剧一般合同约定收款进度为：签

约并收齐约定资料后 10-30 个工作日后收 0-20%，客户收齐播出介质等资料 15-40 个工

作日后收至 50%-80%，影视剧播出完毕并收齐资料后 30-60 个工作日后收取余款；综

艺一般合同约定收款进度为：播出后并根据电视台广告款回收进度收款。 

公司实际销售回款进度会存在由于客户资金计划等因素，与销售合同约定不一致

的情况。公司定期进行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对于逾期应收账款，根据客户情况，向客

户发送书面催款函，必要时，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公司电视剧的销售收入是在取得发行许可证以后，并同时满足电视剧拷贝、播映

带和其他载体已经交付，同时相关控制权转移时予以确认。一般情况下，影视企业的

电视剧在每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的发行量较大，而电视台一般在电视剧上映和播出

完毕一段时间后付款，因此应收账款回收期在 2 年左右。 

2、公司近 3 年应收账款账龄情况 

                                                                    



账龄 
2020 年末（万元） 2019 年末（万元） 2018 年末（万元） 

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 占比 

1 年以内 33,910.88 52.19% 73,301.91 66.84% 45,122.98 34.03% 

1-2 年 13,303.10 20.47% 6,644.90 6.06% 60,084.61 45.31% 

2-3 年 3,276.07 5.04% 10,365.31 9.45% 16,931.61 12.77% 

3-4 年 9,110.74 14.02% 2,186.12 1.99% 6,942.53 5.24% 

4 年以上 5,372.21 8.27% 17,168.50 15.66% 3,530.30 2.66% 

小计 64,973.00 100.00% 109,666.75 100.00% 132,612.03 100.00% 

公司 2 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72%-79%左右，具有合理性。期后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回款 21,572.68 万元，占应收款项余额的 33.20%，回款正常。 

3、公司本期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同比增长的原因 

本期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3.11 亿元，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47.81%，占比同比

增长 14.65%，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公司本期收入下降，1 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导致 1 年以上应

收账款占比同比增加；但是，公司本期 1 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 3.11 亿元较上期 1 年以

上应收账款余额 3.64 亿元，绝对额减少 0.53 亿元； 

（2）公司 1 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为 3.11 亿，其中 1-2 年合理账期内款项 1.33 亿元，

扣除后 2 年以上应收款项余额 1.78 亿元，其中大额应收款的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项目 
2020 年余额

（万元） 

2020 年坏账准备

（万元） 
计提比例 账龄 

上海聚力传媒

技术有限公司 

《凉生，我们可不

可以不忧伤》 
7,225.00 3,251.25 45% 3-4 年 

占 2 年以上应收款项合计比例 41%    

备注：《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公司投资比例为 90%，项目已于 2018年播放完毕，2020

年公司按账龄及投资比例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催款事宜。 

4、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情况 

账龄 
慈文传媒（万元） 华策影视（万元） 欢瑞世纪（万元） 唐德影视（万元） 

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 占比 

1 年以内 33,910.88 52.19% 100,240.71 60.23% 13,008.29 20.67% 15,458.13 42.95% 

1-2 年 13,303.10 20.48% 12,814.53 7.70% 5,546.45 8.82% 10,749.27 29.87% 

2-3 年 3,276.07 5.04% 3,941.68 2.37% 3,655.08 5.81% 7,003.13 19.46% 

3-4 年 9,110.74 14.02% 20,677.28 12.42% 29,551.52 46.97% 1,037.91 2.88% 

4 年以上 5,372.21 8.27% 28,760.27 17.28% 11,159.13 17.73% 1,742.57 4.84% 

合计 64,973.00 100% 166,434.47 100% 62,920.47 100% 35,991.01 100%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分布趋同，1 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处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公司账龄分布合理。 



（四）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慈文传媒应收账款及其坏账准备计提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有效性，确定其

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2）了解慈文传媒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结算周期，查阅同行业资料作相应比较； 

    （3）分析应收账款变动的合理性； 

    （4）向管理层了解其评估存在违约、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情况，检查相关支持性

依据，包括客户的资信状况、经营情况和还款能力等，判断管理层计提减值准备的合

理性，检查审批程序的合规性； 

    （5）复核并检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所使用的关键假设合理性及数据准确性； 

    （6）重新计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复核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7）向客户函证相关事项，包括合同日期、合同金额、主要合同条款、收款金额、

母带转移情况、应收账款余额； 

（8）抽查销售合同，检查关键性条款，检查其他支持性证据； 

    （9）检查期后回款情况，复核管理层关于应收账款可收回性的判断及坏账准备计

提的合理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慈文传媒应收账款分类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与同行业不存在重大差异，应收账款坏账计提充分、谨慎。 

 

问题五、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预收账款余额为0.66亿元，同比增长13%，

其中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合计金额占余额合计数的80.86%；账龄1年以

上的占比为57%，你公司称预付款主要为预付制片款或导演费，长期未结转原因为投

资的项目尚在筹备阶段。 

（一）请补充列示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名称、金额、账龄、交易内容、涉及的影视项目，并说明欠款方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 

【回复】 

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 期末余额（元） 账龄 交易内容 剧目 是否关联方 

单位一 25,748,602.96 1 年以内 预付分成款 《风暴舞》 否 

单位二 12,800,000.00 2-3 年 联合摄制款 《月亮上的篝火》 否 



单位三 10,000,000.04 3 年以上 预付导演服务费 / 否 

单位四 2,660,000.00 3 年以上 联合摄制款 
《绝密海运》 

《和青春一起飞》 
否 

单位五 2,405,660.17 1-2 年 预付展会费 / 否 

合计 53,614,263.17        

（二）请你公司核查长账龄预付账款涉及的影视项目是否正常开展，是否存在拍

摄停滞、放映未获许可等情形，预付款项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回复】 

公司 1 年以上预付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 期末余额（元） 账龄 交易内容 剧目 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一 12,800,000.00 2-3 年 联合摄制款 《月亮上的篝火》 推进中 

单位二 10,000,000.04 3 年以上 预付导演服务费 / 协商合作项目 

单位三 2,660,000.00 3 年以上 联合摄制款 
《绝密海运》 

《和青春一起飞》 
推进中 

单位四 2,405,660.17 1-2 年 预付展会费 / 对方劳务尚未提供 

单位五 2,200,000.00 3 年以上 联合摄制款 《灿烂家族》 推进中 

合计 30,065,660.21     

公司核查了长账龄预付账款项目情况，前五名合计金额占余额合计数的 57%，相

关项目均正常开展，不存在项目停滞，不存在减值迹象。 

（三）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慈文传媒预付账款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和测试管理层对预付账款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和运行有效性； 

（2）核对预付账款明细账与总账、报表数的金额是否相符；  

（3）分析预付账款变动的合理性； 

（4）检查账龄超过 1 年、金额较大的预付账款，获取对应的业务合同，检查关键

性条款； 

（5）实施函证程序获取外部证据，函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款项内容、项目进度、

付款金额等，对函证过程保持控制，并将函证结果与账面金额核对； 

（6）向管理层了解其评估存在减值迹象的预付账款情况，检查相关支持性依据，

判断管理层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检查审批程序的合规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慈文传媒的预付账款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预付账款

业务真实，不存在减值迹象的情况。 

 

问题六、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3.49亿元，期末你公司货币



资金余额为3.83亿元。请你公司说明短期借款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出借方名称、借

款期限、借款利率、到期时间等，并说明你公司的偿还计划，是否具有充足的偿债资

金，偿还借款是否对你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科目金额为 34,908.06 万元，其中计提的应付利息金

额为 39.54 万元，短期借款本金余额为 34,868.52 万元。具体明细列示如下： 

出借方 
金额 

（万元） 
借款类别 

借款

期限 

借款 

利率 
到期时间 

计划还款 

资金来源 

截至 2021.06.30 

是否已还款 

苏州银行 2,000.00 保证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 年 9 月 

自有或自筹

资金 
否 

江苏银行 2,500.00 保证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 年 1 月 

自有或自筹

资金 
是 

江苏银行 
5,400.00 保证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 年 8 月 

自有或自筹

资金 
否 

江苏银行 
4,000.00 保证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 年 9 月 

自有或自筹

资金 
否 

江苏银行 5,000.00 

全额保证金

承兑汇票贴

现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 年 8 月 

5,000 万元 

保证金存款 
否 

江苏银行 4,000.00 

全额保证金

承兑汇票贴

现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 年 9 月 

4,000 万元

保证金存款 
否 

南京银行 1,140.00 质押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 年 9 月 

综艺项目 

回款 

是。综艺项目回

款，提前还款 

南京银行 2,549.06 质押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年11月 

综艺项目 

回款 
否 

南京银行 2,279.46 质押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年12月 

综艺项目 

回款 
否 

交通银行 6,000.00 保证借款 1 年 
借款合

同利率 
2021 年 3 月 

自有或自筹

资金 
是 

小计 34,868.52       

备注：公司借款利率的详细信息已报备深圳证券交易所。 

综上，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余额 34,868.52 万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已还款 9,640

万元，未还款金额 25,228.52 万元。公司具有充足的偿债能力，会确保按时足额归还相

应借款。偿还借款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问题七、根据年报，报告期末你公司合同负债余额为5.58亿元，主要为预收销售

款4.94亿元，较期初增长85%。请你公司说明预收销售款的具体构成与收款方名称，

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项目截至目前是否正常开展，是否存在无法实



现销售导致退回预收款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合同负债期末余额为 5.58 亿元，前五名合同负债期末余额 4.71 亿元，占比 85%，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期末余额 

（元） 
剧目 项目进展 

发行许可证/ 

网络备案时间 

预计播出

时间 

单位一 204,056,603.77 《风暴舞》 已播出 
（京）剧审字

（2018）第048号 

2021 年 4

月已播出 

单位二 140,660,377.36 
《烽火流金》 

（《杀破狼》） 

2021 年取得

发行许可证 

（沪）剧审字 

（2021）第 008 号 
2021 年 

单位三 79,245,283.32 《婚姻的两种猜想》 
2021 年取得

发行许可证 

（京）剧审字 

（2021）第 005 号 
2021 年 

单位四 24,150,943.40 《婚姻的两种猜想》 
2021 年取得

发行许可证 

（京）剧审字 

（2021）第 005 号 
2021 年 

单位五 23,584,905.66 《风暴舞》 
2021 年 4 月

解约 

（京）剧审字

（2018）第048号 
/ 

合计 471,698,113.51     

公司除《风暴舞》外，不存在无法实现销售导致退回预收款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慈文传媒合同负债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和测试管理层对合同负债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和运行有效性； 

（2）核对合同负债明细账与总账、报表数的金额是否相符； 

（3）分析合同负债变动的合理性；  

（4）抽查合同负债有关的销售合同，检查关键性条款，检查其他支持性证据，检

查已实现销售的商品是否及时转销合同负债，确定合同负债期末余额的正确性和合理

性； 

（5）实施函证程序获取外部证据，函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款项内容、项目进度、

收款金额等，对函证过程保持控制，并将函证结果与账面金额核对； 

经核查，我们认为慈文传媒的合同负债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除《风暴

舞》外不存在无法实现销售导致退回预收款的情形。 

 

问题八、根据年报，报告期期初你公司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及新租赁准则对财务报

表进行调整，使得你公司净资产减少1.70亿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对财务报表调整的

具体依据和调整过程，新增确认3.02亿元合同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前期对相

关科目的确认是否准确、适当。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对财务报表调整的具体依据 

公司对财务报表调整的具体依据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的确认时

点由“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时”变为“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依据

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购货方取得相关商

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同时公司在判断商品的控制权是否发生转移时，应当从购货方

的角度进行分析，即购货方是否取得了相关商品的控制权以及何时取得该控制权。基

于此，公司收入会计政策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电视剧销售收入：在电视剧购入或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

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后，在电视剧拷贝、播映带和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相

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时确认。 

电视剧销售收入包括电视播映权转让收入、音像版权收入、网络播映权收入、海

外发行收入，复制费母带费收入等。 

电影片票房分账收入：电影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

影公映许可证》，于院线、影院上映后按双方确认的实际票房统计及相应的分账方法

所计算的金额确认收入。 

电视剧、电影完成摄制前采取 全部或部分卖断，或者承诺给予影片首（播）映权

等方式，预售电视剧、电影发行权、放播映权或者其他权利所取得的款项，待电视剧、

电影完成摄制并按合同约定提供给购货方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游戏及渠道推广收入：游戏收入，在授权运营模式下，根据协议约定，公司不承

担主要运营责任，按照净额法，即合作运营方支付的分成款项确认营业收入。期末，

公司按照合作协议计算暂估分成金额确认营业收入，收到并核对对账单数据后，如有

差异，对之前确认的营业收入进行调整。渠道推广收入，主要为效果推广业务。根据

协议约定，公司不承担主要运营责任，按照净额法，即客户支付的按广告点击量结算

的分成款项确认营业收入。按照合作协议计算暂估分成金额确认营业收入，收到并核

对对账单数据后，如有差异，对之前确认的营业收入进行调整。 

3、变更后采用的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电视剧销售收入：当与购货方签订协议，根据合约条款交付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

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播映带或其他载体，并于购货方获

得前述载体控制权的时点时确认收入。其中，对于在交付播映带或其他载体后，购货



方可以主导播出时间的，在交付播映带或其他载体时作为控制权转移时点；对于合同

中约定上线播出时间且购货方无法主导播出时间的，在交付播映带或其他载体并于电

视剧开始播映的时点作为控制权转移时点。 

电影片票房分账收入：电影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

影公映许可证》，于院线、影院上映后按双方确认的实际票房统计及相应的分账方法

所计算的金额确认收入。 

电视综艺制作收入：在电视综艺播出并且客户权益实现时，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

可靠计量，且很可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游戏及渠道推广收入：游戏收入，在授权运营模式下，根据协议约定，公司不承

担主要运营责任，按照净额法，即合作运营方支付的分成款项确认营业收入。期末，

公司按照合作协议计算暂估分成金额确认营业收入，收到并核对对账单数据后，如有

差异，对之前确认的营业收入进行调整。渠道推广收入，主要为效果推广业务。根据

协议约定，公司不承担主要运营责任，按照净额法，即客户支付的按广告点击量结算

的分成款项确认营业收入。按照合作协议计算暂估分成金额确认营业收入，收到并核

对对账单数据后，如有差异，对之前确认的营业收入进行调整。 

4、公司对财务报表调整的具体过程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对于合同中约定上线播出时间，且购货方无法主导播出时间

的，收入确认时点由“电视剧播映带或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时”变为“在电视剧播

映带或其他载体已转移给购货方并于电视剧开始播映时”。具体过程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影响数 2020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886,587,157.13 (413,787,120.00) 472,800,037.13 

预付款项 51,620,345.75 7,029,317.08 58,649,662.83 

存货 877,646,740.12 267,499,643.44 1,145,146,383.56 

合同资产 - 84,320,000.00 84,32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43,644,094.22 30,440,246.54 74,084,340.76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953,599.15 (21,941,620.00) 36,011,979.15 

应付账款 349,492,236.74 (85,634,490.82) 263,857,745.92 

预收款项 90,482,219.65 (90,482,219.65) - 

合同负债 - 301,851,150.61 301,851,150.61 

应交税费 24,807,023.46 (20,219,462.68) 4,587,560.78 

其他流动负债 - 18,111,069.04 18,111,069.04 

盈余公积 34,628,458.35 (891,752.05) 33,736,706.30 

未分配利润 153,456,516.20 (169,173,827.39) (15,717,311.19)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0,583,064.93 (170,065,579.44) 1,470,517,485.49 



5、新增确认 3.02 亿元合同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合同负债是指企业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企业在向客

户转让商品之前，如果客户已经支付了合同对价或企业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收取合同对

价的权利，则企业应当在客户实际支付款项与到期应支付款项孰早时点，将该已收或

应收的款项列示为合同负债。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确认时点由“电视剧播映带或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

方时”变为“在电视剧播映带或其他载体已转移给购货方并于电视剧开始播映时”。

根据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将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时点不符合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确认条件的项目所收到的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 

【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慈文传媒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调整的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估管理层对收入循环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并测试内部控制是否

得到有效执行； 

（2）审阅销售合同，并与管理层访谈，了解和评估公司收入确认政策的正确性；  

（3）检查相关销售合同及报酬条款和各项支持性文件，核对销售合同中控制权时

点与收入确认原则的一致性； 

（4）向客户函证与收入相关的事项，包括合同金额、收款金额、母带转移情况、

应收账款余额； 

（5）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核对各项支持性文件，

以及从外部获取支持性信息核对至账面收入，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6）复核管理层因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财务报表影响数的依据及过程。 

经核查，我们认为慈文传媒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调整合理、准确。 

 

问题九、根据年报，报告期内你公司两家子公司无锡慈文传媒有限公司和北京慈

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0.06亿元和-0.39亿元，实现净利润-0.05亿元和

-1.73亿元。请你公司结合两家子公司的经营模式说明两家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负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涉及相关影视项目长期未播出或放映，你公司对相关项目是

否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或跌价损失。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子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慈文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慈文”）和北京慈文影



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慈文”），与公司其他影视类控股子公司一样，其

主营业务都是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在影视业务开展上，在公司统

筹安排下，各子公司分别负责开发、推进不同的影视剧项目；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财务制度的规定，以各自的财务报表反映不同的经营成果。 

2、两家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一部当代题材大剧由公司子公司无锡慈文、北京慈文、上海慈文共同出资制

作，该剧母带于 2019 年交付给东方台实现销售收入，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播

出，并于 2021 年 4 月与东方卫视解约，构成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销售退回。公司

根据准则要求，将 2021 年 4 月与东方卫视解约事项，确认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于 2020 年度冲销 2019 年已确认的东方卫视收入，导致无锡慈文和北京慈文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为负。 

3、影视项目长期未播出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其他影视项目交付母带后长期未播出的情况，同时公司检查

了已取得发行许可证但长期未实现销售的库存商品，并根据实际情况计提了跌价准备。 

【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慈文传媒相关子公司营业收入为负事项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公司组织结构，及各子公司经营模式； 

（2）了解和评估管理层对收入循环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并测试内部控制是否

得到有效执行； 

（3）检查联合摄制合同，确认各联合摄制方投资比例； 

（4）审阅构成期后事项的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及解约协议，检查相关销售合同及

报酬条款和各项支持性文件，并与管理层访谈，了解和评估公司确认期后事项的正确

性； 

（5）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核对各项支持性文件，

以及从外部获取支持性信息核对至账面收入，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经核查，我们认为慈文传媒两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负的原因合理，跌

价准备计提充分、谨慎。 

 

问题十、根据年报，你公司创始人、前实际控制人、总经理马中骏持有你公司 9. 24%

的股份，其中 99%的股份被质押。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马中骏所持股份被质押的具体情

况，是否存在强制平仓的风险，如被平仓是否将对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回复】 

公司在2020年年报第五节“重大事项”之“十九、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马中骏先生（为公司创始人，前实际控制人、

总经理）持有本公司股份43,892,9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4%），累计质押43,493,767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9.09%）。 

截至目前，马中骏先生所持股份被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姓名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权人 

预计质押 

解除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押 

用途 
临时公告披露索引 

马中骏 2,100,000  2017-11-29 杨志英 2019-05-28 
非融资 

性质押 

2017-12-02，《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2017-050 号） 

马中骏 19,000,000  2020-04-17 

福建海峡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办理解除 

质押为止 

非融资 

类质押 

2020-04-21，《关于股

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0-006 号） 

马中骏 22,393,767  2020-04-30 

福建海峡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办理解除 

质押为止 

非融资 

类质押 

2020-05-07，《关于股

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0-021 号） 

合计 43,493,767      

备注： 

（1）上述每笔质押，公司此前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及时披露。 

（2）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日实施完成 2017年度权益分派，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4 股；马中骏先生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质押的 1,500,000 股股份，之后相应调整为

2,100,000股。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马中骏先生上述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

的情形，其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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