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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21                                      证券简称：中广天择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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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 

营业收入 68,802,426.51 -11.11  185,378,701.35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13,233.11 130.18 10,065,806.27 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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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68,337.39 102.60 5,941,849.15 14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1,749,638.66 102.2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120.00 0.08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 120.00 0.08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4 

增加 1.46

个百分点 
1.92 

增加 3.8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

度(%) 

总资产 689,703,717.81 610,766,382.07 1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29,700,562.77 519,759,333.23 1.91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个月期间，下同。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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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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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533.80 2,873,419.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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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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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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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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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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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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361.92 1,250,538.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644,895.72 4,123,957.12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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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9.32% 

主要系报告期内成本费用管控力度加

强，毛利率提升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25% 

主要系报告期内成本费用管控力度加

强，毛利率提升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2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盈利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2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盈利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2.24%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款增长所致 

 

二、 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1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 国有法人 65,494,785 50.38 0 无 0 

海南慧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51,907 1.12 0 无 0 

长沙先导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0,000 0.69 0 无 0 

干顺伟 境内自然人 641,400 0.49 0 无 0 

赵晖 境内自然人 465,000 0.36 0 无 0 

沈少林    境内自然人 285,000 0.22 0 无 0 

徐云 境内自然人 282,200 0.22 0 无 0 

赖嘉胜 境内自然人 261,600 0.20 0 无 0 

李鹏 境内自然人 243,927 0.19 0 无 0 

林媛 境内自然人 220,600 0.17 0 无 0 

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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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 65,494,785 
人民币普

通股 

65,494,78

5 

海南慧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451,907 

人民币普

通股 
1,45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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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先导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9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900,000 

干顺伟 641,400 
人民币普

通股 
641,400 

赵晖 465,000 
人民币普

通股 
465,000 

沈少林    285,000 
人民币普

通股 
285,000 

徐云 282,200 
人民币普

通股 
282,200 

赖嘉胜 261,600 
人民币普

通股 
261,600 

李鹏 243,927 
人民币普

通股 
243,927 

林媛 220,600 
人民币普

通股 
22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及转融

通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185,378,701.35 元，同比增长 5.2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65,806.27元，同比增长 199.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41,849.15 元，同比增长 147.25%。主要系报告期内

成本费用管控力度加强，毛利率提升所致。 

一、党建引领，打造建党百年主题力作 

2021年是特殊之年，中广天择发挥主旋律制作优势，与多个卫视平台合作了多档

建党百年主题作品，如和东方卫视合作的《时间的答卷》、和陕西卫视合作的《追赶

超越谱新篇》、与安徽卫视合作的《江淮柱石》等。 

《时间的答卷》从开播到收官，节目收视连续 8周蝉联专题榜节目第一，收获众

多主流媒体、大 V 公众号的高度评价。相关话题阅读量 7 亿+，拉齐尼儿子想当第四

代护边员、李晨演绎守常先生等多个节目话题相继登上微博热搜榜。 

中广天择打造的建党百年沉浸式主题光影秀《钟楼·红色恋歌》以海口钟楼为背

景，通过实景+线上 AR 光影技术让观众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获得央视、人民网

等央媒的集中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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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守正创新，深耕正能量 IP 

在内容创作上，中广天择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发展思路，在此基础上发挥优

势，打造专属于天择的正能量 IP。今年，天择继续拓展职业纪录片领域，7月 24日，

天择打造的全国首档儿童医疗纪录片《你好，儿科医生》在西瓜视频播出，获得国家

卫健委、影视大 V的关注和点赞，业内行家高度评价“中广天择的强项，就是善于从

平凡职业中挖掘闪光点”。 

9月 9日，天择打造的全国首档基层法院纪录片《是这样的，法官》在腾讯播出，

目前播放量超 2600 万，腾讯视频站内评分 9.6，居所有纪录片热度排行榜第一。全国

多家法院官微官博发声支持，学习强国、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中新网、

红网等主流媒体集中点赞。 

另外，天择还有两部职业纪录片也将在年内出炉。《是这样的，律师》呈现律师真

实职业生态以及追求法律理想的奋斗历程，目前正在拍摄中。《守护解放西》第三季已

于 10月初开拍，预计年内将与观众见面。 

三、文化与科技融合，延伸文化产业链 

（一）5G+4K 超高清视频生产基地：2020 年生产基地建设正式开启，目前已经投

入使用，首批超高清后期制作人员已经先期入驻。整个制作团队已投入上百人，布局

多个赛道，在自有 IP 品牌节目《守护解放西》第二季、宁夏卫视《黄河谣》、安徽卫

视《逛遍全中国》、《秘食中国》等节目中，已经使用 4K技术全程摄制，致力打造成

为超高清视频内容研发及制作的领跑者。 

（二）光景系列：是中广天择将东方美学和新媒体艺术结合打造的多媒体艺术原

创 IP。此前曾在长沙梅溪湖上演《光景·如诗》，海口《光景·骑楼》、《光景·钟

楼》。经过三年的打磨，“光景”IP生态逐渐成型。今年，除了在海口演出的多媒体

AR秀《钟楼·红色恋歌》，2月份还打造了海口 5D时光体验新年秀，4月在岳麓峰会

开幕式中，采用了沉浸式光影舞美体系，10 月国庆节期间，在长沙橘洲打造了国内首

个沉浸式湖湘美学 5D 幻境时光体验秀《橘洲·江天暮雪》，以数字媒体艺术助推网

红型城市文化名片。 

（三）“节目购”与“淘剧淘”平台：中广天择旗下“淘剧淘”、“节目购”两

大版权交易共享平台，重点围绕版权创造、版权保护、产业发展、版权交易等领域助

推版权产业发展，在全国版权单位中产生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获得了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并多次荣获省、市版权奖项。今年以来，更是加大了技术投入的

力度，打通技术流程，全面实现节目和电视剧的线上交易。10 月 18 日，团队参加第

八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并受省委宣传部委托负责湖南馆的搭建工作，充分展示了

湖南版权的大“V”魅力。 

四、产业与教育融合，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2021 年，“十四五”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职业教育政策更加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提出“加大

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培养技术技能

人才”。中广天择从 2016 年开始布局产教融合，成立了“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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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学院”构建起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人才培育新生态。2017 年，

中广天择传媒学院开启第一届新生的招生。2021年，校企合作办学五年以来，学院秉

承“能力本位，行业导向”的应用型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依托媒体平台，强化

实践教学”的办学特色，聚能中广天择、长沙广电集团强大的产业资源和全媒体内容

生产力，将产教深度融合贯彻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专业知识和实

践能力相结合的应用型复合人才。目前，公司正在研发非学历职业教育模式，从产业

端出发构建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产教融合的新型职业教育范式。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年 9 月 30日 

编制单位: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 9月 30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4,034,124.57 86,922,761.8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7,821,923.05 9,324,104.19 

应收账款 104,355,372.96 118,342,188.1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54,798,202.22 17,432,338.63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1,514,411.72 26,265,150.8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3,738,712.61 51,368,865.9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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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1,223,220.45 111,625,702.86 

流动资产合计 407,485,967.58 421,281,112.3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9,399,163.32 60,122,730.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0,188,415.43 10,415,518.0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7,716,447.48  

无形资产 1,962,586.72 2,154,445.8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1,640,671.28 23,869,463.78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1,310,466.00 92,923,112.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2,217,750.23 189,485,269.72 

资产总计 689,703,717.81 610,766,382.0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7,170,560.74 50,235,486.93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9,407,608.36 14,197,497.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4,674,766.08 16,260,183.75 

应交税费 1,391,753.22 273,546.23 

其他应付款 7,275,660.72 8,623,4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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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付利息 90,345.57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564,990.92 852,378.18 

流动负债合计 70,485,340.04 90,442,546.63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70,236,708.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9,144,743.41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0,136,363.59 564,502.2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89,517,815.00 564,502.21 

负债合计 160,003,155.04 91,007,048.8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30,000,000.00 13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25,941,656.55 225,941,656.5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4,264,145.48 24,264,145.4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9,494,760.74 139,553,531.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529,700,562.77 519,759,333.23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529,700,562.77 519,759,333.2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689,703,717.81 610,766,3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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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曾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静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静 

 

合并利润表 

2021年 1—9月 

编制单位：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1-9

月） 

2020 年前三季度（1-9

月） 

一、营业总收入 185,378,701.35 176,095,390.81 

其中：营业收入 185,378,701.35 176,095,390.8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5,415,999.28 187,640,762.59 

其中：营业成本 137,955,602.99 149,663,802.63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12,910.36 436,828.22 

销售费用 9,440,712.23 10,384,069.77 

管理费用 24,579,722.83 19,683,536.48 

研发费用 2,962,569.66 7,453,527.75 

财务费用 64,481.21 18,997.74 

其中：利息费用 681,139.73 468,493.45 

利息收入 644,737.69 522,349.33 

加：其他收益 2,873,419.00 1,553,409.38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23,566.78 64,456.3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92,153.00 -168,557.37 

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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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3,297,286.14 -862,605.72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815,268.15 -10,790,111.79 

加：营业外收入 1,255,918.12 691,696.18 

减：营业外支出 5,38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0,065,806.27 -10,098,415.61 

减：所得税费用  35,846.1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065,806.27 -10,134,261.7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10,065,806.27 -10,134,261.74 

2.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065,806.27 -10,134,261.74 

2.少数股东损益（净

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

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

险公允价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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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

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

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

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0,065,806.27 -10,134,261.74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0,065,806.27 -10,134,261.74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上期被

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 0元。 

公司负责人：曾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静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静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9月 

编制单位：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 

（1-9月） 

2020 年前三季度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9,058,510.02 192,070,536.8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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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380,564.43 47,713,837.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4,439,074.45 239,784,374.3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6,350,914.70 148,192,175.0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0,490,814.05 69,881,707.9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97,804.85 11,463,015.1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749,902.19 88,375,288.3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2,689,435.79 317,912,18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49,638.66 -78,127,812.1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6,000,000.00 9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72,629.22 233,013.7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07.16 140,344,336.32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6,373,936.38 230,577,350.0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2,480,059.26 95,764,399.89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6,000,000.00 9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845,9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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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8,480,059.26 191,610,366.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2,106,122.88  38,966,983.1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0,236,708.00 6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236,708.00 6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231,781.14 450,458.3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37,079.8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68,861.02 15,450,458.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467,846.98 44,549,541.6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888,637.24  5,388,712.6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922,761.81 85,301,970.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034,124.57 90,690,683.31 

 

公司负责人：曾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静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静 

 

(三)2021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6,922,761.81 86,922,761.8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9,324,104.19 9,324,104.19  

应收账款 118,342,188.10 118,342,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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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7,432,338.63 17,488,902.63 56,564.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26,265,150.80 26,265,150.8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1,368,865.96 51,368,865.9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1,625,702.86 111,618,030.15 -7,672.71 

流动资产合计 421,281,112.35 421,330,003.64 48,891.2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0,122,730.10 60,122,730.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0,415,518.04 10,415,518.0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8,300,962.27 18,300,962.27 

无形资产 2,154,445.80 2,154,445.8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3,869,463.78 12,844,463.85 -11,024,999.93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92,923,112.00 92,923,112.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9,485,269.72 196,761,232.06 7,275,962.34 

资产总计 610,766,382.07 618,091,235.70 7,324,853.6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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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0,235,486.93 50,235,486.93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4,197,497.00 14,197,497.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6,260,183.75 16,260,183.75  

应交税费 273,546.23 273,546.23  

其他应付款 8,623,454.54 8,623,454.5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债 852,378.18 852,378.18  

流动负债合计 90,442,546.63 90,442,546.63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7,449,430.36 7,449,430.36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564,502.21 564,502.2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64,502.21 8,013,932.57 7,449,430.36 

负债合计 91,007,048.84 98,456,479.20 7,449,430.3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30,000,000.00 13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25,941,656.55 225,941,656.55  

减：库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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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4,264,145.48 24,264,145.4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9,553,531.20 139,428,954.47 -124,576.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19,759,333.23 519,634,756.50 -124,576.73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519,759,333.23 519,634,756.50 -124,576.7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610,766,382.07 618,091,235.70 7,324,853.63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

赁》准则，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上述报表。 

 

特此公告。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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