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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6        证券简称：唐德影视        公告编号：2021-124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浙江

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509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与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的

回复汇报如下： 

 

“2021 年 12 月 10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拟与实际控制人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以下简称“浙江广电”）及其子公司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影集团”）进行关联交易，总金额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97.08%。其中，公司向浙江广电授权电视剧《战时我们正年少》在中国大陆地

区的全部独占专有电视播映权及转授权与维权权利，授权费用为 8,740 万元，有

效期为 10 年，终止之前许可给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同；向浙江广

电授权电视剧《战时我们正年少》等 4 部影视作品在海外地区的全媒体播放专

有许可权及转授权与维权权利，授权费用为 6,000 万元，有效期为永久；向浙影

集团授权电视剧《长风破浪》在中国大陆地区除数字发行之外的其他全部独家

发行权及海外地区全部独家发行权以及前述权利的转授权权利与维权权利，授

权费用为 24,500 万元，有效期为 10 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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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此次关联交易的背景、交易目的及合理性，结合

同类影视剧交易行业惯例、定价机制、定价情况及定价依据，进一步说明此次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回复： 

1、此次关联交易的背景、交易目的及合理性 

公司主要从事电视剧、网络剧和电影的投资、制作和发行业务。公司自成立

以来，投资制作的大部分电视剧作品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及较好的社会反响。 

在长期的业务发展过程中，公司与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湖南卫视、江苏

卫视、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深圳卫视等内地 50 多家中央和省市级电视台，优

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

技有限公司等网络视频服务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浙江广电拥有的传统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是公司影视剧制作业务的产业链

下游，其与公司主营业务有极强的关联性和广泛的协同空间。在浙江广电取得公

司控制权之前，公司曾向浙江广电销售过《武媚娘传奇》、《恋恋不忘》、《裸婚之

后》、《彼岸 1945》、《光荣大地》等电视剧的电视播映权，并与浙江广电建立了

长期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浙江广电下属浙江卫视属于一线卫视，亦有播出电视剧作品的需求。本次交

易为公司与浙江广电在主营业务范围内从事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交易双方基于

自身业务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通过商务谈判达成本次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

和必要性。 

同行业中，中央电视台或省级电视台所属从事影视制作业务的上市公司向控

股的电视台出售影视剧作品属于行业常见情形。下表列示了相关上市公司向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关联企业销售影视剧收入占上市公司影视剧业务收入的

比例。 

 

 



 3 / 8 
 

上市公司名称 
关联方客户名称及 

与上市公司关系 

来自关联方客户的 

影视业务收入占比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间接控股

股东） 
92.59% 90.09% 86.40%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 
31.53% 57.93% 30.59%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

道（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35.77% 29.14% 26.22% 

注：上述数据系根据相关上市公司公告整理。 

2、结合同类影视剧交易行业惯例、定价机制、定价情况及定价依据，进一

步说明此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根据电视剧交易行业惯例，对于电视剧作品版权的授权，分为预售或成片后

销售两种方式，多以成片后销售为主，即项目全部制作完成并取得发行许可证之

后，签署发行销售合同，且以固定售价模式为主。 

影视剧作品具有非标准化产品特征，定价主要采取“一剧一议”机制。每部

作品的定价与其剧本题材、原有 IP 市场基础、主创人员知名度、制作班底搭配、

置景道具服装投入等因素关联，因此不同影视剧作品版权的销售价格差异较大。 

下表列示了公司本次向浙江广电及浙影集团销售影视剧作品版权的基本情

况。 

上述交易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电视剧《长风破浪》和《战时我们正年少》情况 

项目名称 
剧集集数

（集） 

单集价格

（万元） 

授权总价

（万元） 
授权内容 

授权 

期限 

《长风破浪》 52 471.15 24,500.00 

中国大陆地区除数字

发行之外的全部独家

发行权利及海外地区

全媒体许可权利 

10 年 

《战时我们正年少》 46 190.00 8,740.00 
中国大陆地区全部独

占电视播映权 
10 年 

《战时我们正年少》

等 4 部影视剧 
不适用 不适用 6,000.00 

海外地区全媒体播放

许可权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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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长风破浪》系根据知名作家春衫冷的小说《与子偕臧》改编，由知

名导演李木戈执导，知名演员阮经天、祝绪丹领衔主演的年代情感剧。该剧总制

作成本（含税）为 27,837.20 万元，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价款（含税）为 10,400.00

万元，本次交易后总发行价款（含税）为 34,900.00 万元，综合毛利率为 16.64%。

电视剧《长风破浪》版权本次交易定价主要是在成本加一定毛利的定价原则的基

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 

下表列示了公司和同行业上市公司近年来电视剧业务毛利率情况： 

年度 华谊兄弟 华策影视 华录百纳 幸福蓝海 公司 

2021 年 1-6 月 97.58% 23.81% 8.84% 18.09% 38.71% 

2020 年度 37.64% 25.31% 38.23% 36.30% 31.63% 

2019 年度 21.64% 15.53% 20.78% 31.29% 14.71%
(1)

 

2018 年度 41.54% 23.77% 49.05% 24.59% 9.14% 

注：上述数据系根据相关上市公司公告整理；上述公司名称以股票简称代替；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新文化

和欢瑞世纪未单独披露电视剧业务分部毛利率情况，因此，表中未列示。 

(1) 为保持可比性，公司 2019 年电视剧业务毛利率剔除了电视剧《巴清传》冲减收入的影响。 

由上表可知，公司《长风破浪》电视剧综合毛利率不存在显著高于公司和同

行业上市公司电视剧业务毛利率情况，定价公允。 

电视剧《战时我们正年少》是由韦大军执导，冯筱童、于滨、王传一主演的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公司于 2017 年向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销售该剧

首轮卫视播映权和江苏省内有线、无线电视播映权，价格为 8,740.00 万元，尚未

播出。经友好协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与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终

止协议，其后以相同价格向浙江广电出售该剧中国大陆地区全部电视播映权，因

此，定价是公允的。 

从购买方的角度来看，浙江广电为事业单位，有规范的购剧流程要求，价格

的确定同样也参照市场定价原则。 

（2）四部影视作品海外版权 

电视剧《战时我们正年少》基本情况请参见前文。 

电视剧《好家伙》由知名导演简川訸执导，由知名编剧兰晓龙担任编剧，由

知名演员李晨、张译主演，曾获第 23 届上海电视节最佳中国电视剧白玉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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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非常同伙》由知名演员王大治执导，由知名演员王大治、张国强、刘

孜主演。 

《魔力果乐岛之拯救行动》是一部动画电影，由 Karl Toerge 执导。 

本次公司向浙江广电销售四部影视作品海外版权，主要是因为浙江广电拥有

广泛的海外发行市场，浙江广电已在签署协议前与潜在购买方商谈交易价格、达

成销售合意，其后与公司商谈确定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因此，上述交易具有商业

合理性，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二、问题 2、截至 2021 年第三季度末，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352.14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本次交易相关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测算此次

交易对 2021 年度利润及 2021 年末净资产的影响金额，并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此

次交易刻意规避因净资产为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回复： 

1、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收入和成本的确认原则 

根据公司现行的会计政策，在电视剧完成摄制并经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

过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电视剧播映带或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购货方

可以主导电视剧的使用且已取得收款权利时确认收入。 

对于电视剧销售成本，基于公司所从事的影视剧制作的行业特点，公司根据

《电影企业会计核算办法》，并参考国内外成熟影视剧制作和发行企业的通行做

法，采用了“计划收入比例法”作为每期结转成本的会计核算方法。即从公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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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2）本次交易的收入与成本确认 

本次交易主要为电视播映权转让和海外版权转让，相关影视剧作品均已取得

发行许可证或公映许可证，且授权合同中未对播出时间做出约定或限制，因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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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收入确认时点取决于合同约定的影视剧播映带的移交时间。若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公司争取于本年度完成合同约定的影视剧播映带的移交，若能够按

计划时间于本年内完成移交并获得交易对手验收，则预计将增加本年度的收入，

相应销售成本将按照“计划收入比例法”进行结转。 

2、本次交易对 2021 年度利润及 2021 年末净资产的影响 

假定公司在本年度能完成交付交易标的作品播映带并获得交易对手验收确

认，则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的影响如下： 

（1）《长风破浪》合同 

截至本回复报告公告之日，电视剧《长风破浪》累计确认营业收入 8,394.64

万元，按收入计划比例法相应结转营业成本 7,535.70 万元，存货账面余额

17,182.8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 24,500.00 万元，相关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公司投 

资比例 

归属于公

司分账比

例 

归属于公

司制作成

本 

归属于公

司营业收

入 

归属于公

司营业成

本 

对利润总

额的影响 

《长风破

浪》 
93.57% 94.54% 24,718.50 22,733.26 17,182.80 5,550.46 

（2）《战时我们正年少》合同 

公司与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签署电视剧《战时我们正少

年》电视播映权销售合同，合同金额 8,740.00 万元。公司于 2018 年向江苏省广

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交付播出带，并确认营业收入 8,245.28 万元，对应结转营业

成本 4,276.56 万元，收到版权转让价款 1,748.00 万元，确认应收账款 6,992.00

万元。 

公司与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签署《电视节目

播放权有偿许可合同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将于 2021 年 12

月冲减原已确认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并终止确认应收账款，将已计提的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 6,992.00 万元转回。 

截至本回复报告公告之日，电视剧《战时我们正年少》已确认信息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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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收入 3,037.74 万元，结转成本 675.76 万元。 

前述《终止协议》签署后，公司收回该项目于江苏省内电视播映权，并以同

等价格向浙江广电出售全部电视播映权。《终止协议》以及本次交易对利润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 

占比 

《终止协议》影响 本次交易影响 对利润

总额的

影响合

计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信用减

值损失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战时我们

正少年》 
100.00% -8,245.28 -4,276.56 -6,992.00 8,245.28 4,276.56 6,992.00 

（3）四部影视剧海外版权合同 

本次交易涉及的海外发行四部影视作品包括：电视剧《战时我们正年少》、

《好家伙》和电影《非常同伙》、《魔力果乐岛之拯救行动》，均已在中国大陆地

区发行，截至本回复报告公告之日，上述四部作品存货账面余额合计为 202.57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对利润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剧名 
公司投 

资占比 
授权总价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对利润总

额影响 

《战时我们正少年》

等四部剧 
100.00% 6,000.00 5,660.38 202.57 5,457.81  

综上，假定公司在本年度能完成交付交易标的作品播出带并获得交易对手验

收确认，本次交易预计将使得 2021 年度利润总额增加 18,000.27 万元，由于公司

存在未弥补亏损，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本次交易预计将使得 2021 年

末净资产增加 18,000.27 万元。 

3、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此次交易刻意规避因净资产为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的影视作品满足浙江广电播出和发行需求，浙江广电履行了

采购的相关决策程序，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此次关联交易向公司输送利益

以刻意规避因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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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 3、你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晚间披露相关公告，当日公司股票收

盘价格涨幅达 18.97%，与创业板综指数涨幅偏离较大。请你公司核查相关内幕

知情人近 3 个月交易公司股票情况，并报备自查报告，结合本次交易进程说明

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其近亲属近 3 个月未有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内部自查，未发现存在因公司及公司内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泄露导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保密措施具体如下： 

1、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步磋商时，各方均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严格控制

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在相关人员知悉内幕信息的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

记备案，提醒内幕信息知情人未经允许不得向非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本人亲

属、同事）泄漏本次交易信息，不得进行内幕交易，不得建议他人、配合他人以

及其他任何方式买卖公司股票。 

2、交易各方在筹划、审议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尽力缩短决策和材料编制时

间，尽最大努力将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围并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知悉范围，

并按照相关规定向深交所及时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综上所述，在本次交易的各阶段，交易各方均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严格限定了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告知了交易相关方及其近亲属负有保密和限制

交易义务。经公司内部自查，未发现存在因公司及公司内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泄

露导致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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