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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2-008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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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25,208,160 股扣除已回购股份 44,508,600 股，

即 1,180,699,5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湘印象 股票代码 0008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星 朱大兴、程玉珊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 号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 号 

传真 021-65363840 021-65363840 

电话 021-65364018 021-65364018 

电子信箱 sxgf000863@sxgf.com sxgf000863@sx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1、文化业务 

2021年国内旅游总人次32.46亿，旅游收入2.9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8%和31.0%，分别恢复至2019

年同期水平的54%和51%（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总体而言，全年文旅行业复苏程度不及预期。虽然疫

情对文旅消费短期影响较大，但总体国民文旅消费需求长期稳定。伴随疫情的阶段性稳定，被抑制的消费

需求往往很快得到释放。以2021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国内旅游出游2.3亿人次，同比增长119.7%，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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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103.2%（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展望今后一段时期，随着疫情的逐步消

退，过往被抑制的市场和消费需求有望出现回补，消费潜力或将迎来集中释放。 

政策方面，政府陆续出台包括《“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规划》《文旅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

施指南（2021年10月修订版）》《进一步支持演出企业和旅行社等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的通知》等在内的一

系列政策，为文旅行业注入发展动力。与此同时，疫情常态化催生了市场主体的创新变革动力，行业逐渐

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红色旅游、红色实景演出、夜游经济、线下剧本杀、沉浸式文商旅、周边游、

乡村旅游、传统文化演艺节目等产业形态火热出圈，行业发展空间可期。 

2、地产业务 

2021年，地产行业整体规模再创新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7.9亿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1.9%；商品房销售额18.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8%。具体而言，年内行情表现为“前高后低”，

在全面去杠杆的大环境下，地产行业经历上半年的短暂火爆后，下半年市场转冷，全年土地购置面积和房

屋新开工面积双双负增长。同时，受房价调控、造价上升和融资限制等诸多因素影响，房地产企业利润空

间进一步收窄。 

就政策面来看，房地产行业未来稳定发展仍具备有利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央行、发改委均强调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此轮调整有望进一步完善

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利于行业的复苏和发展。特别是经过多年调控后房价均衡稳定目标得

以初步实现，一旦限购、限价、限贷等政策有所缓解，一些受限的刚性购房需求、改善性需求将为房地产

市场消费打开政策性缓解空间，对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公司目前主要在环京区域河北廊坊三河市开展房地产业务，2021年三河市商品住宅供应46.25万㎡，销

售46.42万㎡，成交均价小幅下降。（数据来源：克而瑞研究）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坚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稳步发展房地产业，推动两大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以内容、产品创

新为驱动力，加快文化产业开拓步伐，驱动绿色地产协同发展，不断强化产品升级与科技创新，拓展“文

化+地产”双主业的内涵与增长空间。 

1、文化业务 

公司以“讲好中国故事、展示文化魅力、助推区域发展”为愿景，致力于旅游文化演艺的策划、创意、

制作和投资业务，是目前国内顶级的文化演出编创和版权运营机构之一。 

公司文化板块以观印象为主要业务平台。观印象以打造“国内高端文化旅游演艺内容创制机构”为目标，

旗下文化演艺产品涵盖山水实景演出和情境体验剧两大类型，拥有“印象”“又见”“最忆”“归来”四大演出品

牌系列。经典代表作有G20峰会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中国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中

国第一部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首个丝路文旅项目《又见敦煌》、首个走

出国门的海上丝路文旅项目《又见马六甲》和中国第一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等。观印象目前以

“演出创作+知识产权许可+艺术团运营管理+股东权益分红”为主要盈利模式，主要收入来源于演出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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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演出票务分成、内容维护、运营管理费以及股东权益分红等。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紧抓疫情阶段性稳定机会，及时推进在演项目复演和新项目的首演。公司旗下已公演项目全年

累计接待观众264.57万人次，共计演出3257场，分别同比增长12.20%和13.25%，分别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45.77%、68.60%；总体票房收入同比增长11.74%，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51.90%。其中，《印象大红袍》“五

一”期间单日晚上加演至5场，创实景演艺单晚演出场次最高纪录；《又见敦煌》国庆期间单日最高演出场

次突破至9场。 

《最忆韶山冲》历经五年打磨，《印象·太极》经过三年雕琢，两项目均于2021年12月实现首演。其中，

《最忆韶山冲》在独具特色的“红五星剧场”内拉开帷幕，打破传统舞台置景的观念，采用180°镜框式舞台，

让舞台呈现更多的视觉想象空间。剧目通过超大规模矩阵舞台，突出光影矩阵复制延展特性，强化舞台声、

光、电高科技手段，呈现唯美视觉听觉效果，开创了红色记忆和现代科技融合的文旅演艺新标杆。《印象·太

极》运用国际化的艺术表达方式，让观众置身于近乎真实的园林场景中，以乐章式结构诠释太极拳所特有

的跨越维度的美感。项目演出场地太极全域剧场以多媒体数字科技赋能，构建360°旋转舞台，营造极致化

的感官体验。《印象·太极》公演后，获得“2021年度最佳文旅艺术作品奖”殊荣，项目主题曲《太极摇篮曲》

荣获“2021年度最佳文旅主题曲奖”。 

（2）全力拓展新项目，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产品体系。公司发挥多年累积的品牌优势，继续

深耕“文化+旅游”领域。报告期内共接洽项目近50个，深度接洽项目约20个，并进行了大量前期调研工作。

在福州船政文化城演艺项目的意向沟通中，观印象深入实地开展考察，挖掘区域历史文化，最终确认落子

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城，打造首个折叠渐进式演艺项目《最忆山海情》（暂定名），项目总导演由北京

冬奥会开闭幕式核心主创黄辉担纲，以“百年船政”为基因，以“文化演艺”为引擎，首创“白+黑”、“内+外”

的全天候动态交互式观演体验。整场演出以科技赋能，渐进式体验场景化、交互式的感官叠加，结合多媒

体数字艺术、虚拟及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段在演艺中的融合及应用。该项目将为公司文化演艺

系列演出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3）内建平台，外拓资源，持续提升核心业务能力。一是进一步优化文化人才队伍，组建专业的文

旅策划团队，同时充分依托三湘艺术家委员会的智囊作用，提升自身的项目策划和编创制作水平；二是立

足“数字互娱”创新领域，成立海南观印象文旅有限公司、新疆观印象文旅有限公司及新疆元起印象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为今后在相关细分领域里进行项目拓展和运营搭建平台；三是通过与行业领军企业建立合作

关系，为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积蓄新动能。 

2、房地产业务 

公司系国内绿色科技地产领军企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AAA级企业和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

（DGNB）成员。以绿色建筑开发运营为发展方向，公司成功打造了极具影响力的“花城系列”“海尚系列”

和“印象系列”等产品体系。公司紧跟绿色智能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加大投入，逐步从“绿色科技建筑技术集

成商”迭代升级为“绿色智能生活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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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房地产业务以三湘集团为核心体，是集建筑安装、建材加工、装饰设计、房产经纪、广告传播、

物业管理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商，具有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总承包、装饰施工三个国家一级资质和一

个AAA级物业管理评级，形成了以绿色设计为龙头，集绿色建造、绿色装饰、绿色运营等为一体的运营管

理模式。开发项目先后获住建部“广厦奖”、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国家“优质工程奖”、国家“绿色建筑三星

认证”、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上海市“优秀住宅金奖”等奖项，多项自主研发成果获国家专利。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稳健有序，在项目建设、销售和存量资产去化、物业出租等方面均取

得了一定成果，房地产业务实现总销售收入28.16亿元，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主要情况如

下： 

（1）稳步推进在建项目开发。三湘森林海尚城项目取得了15号地3号楼、16号地全部8幢楼的预售许

可证。该项目作为2021年燕郊最热销的楼盘之一，成交金额及成交面积均进入廊坊市区及三河板块2021年

销量TOP10（数据来源：克而瑞研究）。公司与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发展

集团联合开发的上海芒果广场已完成竣工验收，进入项目全球招商阶段。上海芒果广场位于徐汇滨江西岸

传媒港一线江景地块，项目至今已获评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LEED金奖、绿色建筑二星等多类奖项。 

（2）存量资产去化达到预期。通过部分存量资产去化，公司资金进一步回笼，公司资产进一步盘活。 

（3）通过整合存量资源、引入优质租户、提升服务质量等措施，存量物业空置率进一步降低。 

3、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资质和荣誉情况 

三湘印象获评“2021上海民营企业百强”、“2021上海服务业企业100强”、“2021上海民营服务业企业100

强”、“2021上海百强成长企业50强”。 

观印象上榜“2021北京民营企业文化产业百强”榜单、“2021模范文旅运营商·沉浸式体验类”榜单。 

三湘印象获评“2021优秀文旅好内容企业”。 

三湘印象入选“上海好商标”。 

三湘印象荣获“2021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杰出成长性企业奖”。 

三湘印象上榜“2021中国绿色地产指数TOP30”。 

三湘物业荣获“诚信承诺企业AAA级”、“上海市物业服务综合能力四星级企业”称号，获评第二十届“上

海市文明单位”。 

三湘经纪荣获“第十八届金桥奖”、公众在线“公众信任企业”称号。 

三湘建筑获评“2020年度上海市建筑行业诚信企业”。 

三湘海尚系上榜“2021年中国奢适大宅产品系品牌价值10强”。 

 

报告期内： 

（1）新增土地储备项目 

无。 

（2）累计土地储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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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域名称 总占地面积（万㎡） 总建筑面积（万㎡） 剩余可开发建筑面积（万㎡） 

三湘森林海尚城17号地块（河北燕郊） 7.0744 21.3259 21.3259 

三湘森林海尚城19号地块（河北燕郊） 6.9966 20.1550 20.1550 

总计 14.0710 41.4809 41.4809 

（3）主要项目开发情况 

城市/

区域 
项目名称 

所在

位置 

项目

业态 

股权比

例 

开工时

间 

开发进

度 

完工进

度 

土地面

积（㎡） 

规划计容

建筑面积

（㎡） 

本期竣工

面积（㎡） 

累计竣工

面积（㎡） 

预计总投

资金额（万

元） 

累计投资

总金额

（万元） 

河北

燕郊 

三湘森林

海尚城 14

号地块 

燕郊 商办 50.49% 
2019 年

03 月 
在建 

装修施

工 
48,000 119,817.00 

42,747.29

（注 1） 
51,296.29 102,344.03 92,213.28 

河北

燕郊 

三湘森林

海尚城 15

号地块 

燕郊 住宅 50.49% 
2019 年

04 月 
在建 

主体结

构及装

修施工 

51,444 129,336.87 0 0 125,678.41 70,697.20 

河北

燕郊 

三湘森林

海尚城 16

号地块 

燕郊 住宅 50.49% 
2020 年

08 月 
在建 

车库及

主体结

构施工 

51,247 102,492.37 0 0 104,176.63 36,083.35 

河北

燕郊 

三湘森林

海尚城 18

号地块 

燕郊 住宅 50.49% 
2020 年

12 月 
在建 

车库及

主体结

构施工 

70,230 119,286.77 0 0 130,109.45 41,111.09 

注1： 14号地块本期竣工面积42,749.29平方米，于2021年10月26日完成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4）主要项目销售情况 

城市/

区域 

项目名

称 

所在位

置 

项目业

态 

股权比

例 

计容建筑

面积 

可售面积

（㎡） 

累计预售

（销售）

面积（㎡） 

本期预售

（销售）

面积（㎡） 

本期预售

（销售）

金额（万

元） 

累计结算

面积（㎡） 

本期结算

面积（㎡） 

本期结算

金额（万

元） 

河北

燕郊 

三湘森

林海尚

城 14 号

地块 

燕郊 商办 50.49% 119,817.00 108,319.50 19,140.73 1,711.52 2,392.14 10,280.74 10,280.74 13,245.01 

河北

燕郊 

三湘森

林海尚

城 15 号

地块 

燕郊 住宅 50.49% 129,336.87 
108,864.90 

（注 1） 
65,384.17 38,115.88 81,871.15 0 0 0 

河北

燕郊 

三湘森

林海尚

城 16 号

地块 

燕郊 住宅 50.49% 102,492.37 
102,151.92

（注 2） 
2,640.21 2,640.21 5,734.21 0 0 0 

上海 
三湘印

象名邸 

浦东新

区 
住宅 100.00% 27,931 25,092.98 25,092.98 2,143.35 28,843.66 24,299.62 20,856.52 226,514.70 

上海 
三湘海

尚云邸 
崇明区 住宅 100.00% 201,809 

192,503.60

（注 3） 
93,749.86 1,494.38 3,861.93 91,240.61 5,552.70 16,030.51 

杭州 
海尚观

邸 
江干区 住宅 100.00% 82,174.4 81,234.92 81,234.92 2,137.42 10,808.52 80,997.64 3,046.52 13,406.96 

注1：三湘森林海尚城（河北燕郊）15号地块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面积: 108,864.90平方米，其中，20,515.64平方米为本

报告期内取得。 

注2：三湘森林海尚城（河北燕郊）16号地块于报告期内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面积: 102,151.92平方米。 

注3：三湘海尚云邸可售面积中包含附赠地下室面积（不计入预售/销售面积）。 

（5）主要项目出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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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项目业态 股权比例 可出租面积（㎡） 
累计已出租面积

（㎡） 
平均出租率 

三湘世纪花城 上海 商场+店铺 100.00% 17,408.30 17,067.80 98.04% 

三湘商业广场 上海 商场 100.00% 20,917.24 20,917.24 100.00% 

三湘财富广场 上海 店铺 100.00% 16,737.34 16,737.34 100.00% 

三湘海尚城 上海 店铺 100.00% 17,564.74 17,564.74 100.00% 

三湘海尚名邸 上海 店铺 100.00% 4,534.03 3,741.40 82.52% 

（6）土地一级开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融资途径 

单位：元 

融资途径 期末融资余额 
融资成本区间/平

均融资成本 

期限结构 

1 年之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银行贷款 854,000,000.00 4.75%-7.00% 0.00 380,000,000.00 195,000,000.00 279,000,000.00 

合计 854,000,000.00 4.75%-7.00% 0.00 380,000,000.00 195,000,000.00 279,000,000.00 

 

（8）向商品房承购人因银行抵押贷款提供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客户购房按揭贷款提供的阶段性担保余额 123,245.92 万元。主要系三湘森林海尚城项目

提供阶段性担保 68,621.72 万元。 

（9）董监高与上市公司共同投资（适用于投资主体为上市公司董监高） 

□ 适用 √ 不适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088,520,738.13 9,661,682,770.33 -26.63% 12,827,173,3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56,985,714.76 4,915,890,026.39 -7.30% 5,849,531,458.0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006,282,839.36 4,889,415,786.16 -38.51% 1,987,581,56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470,862.01 299,674,207.41 -62.14% 282,089,5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509,944.81 184,036,234.46 -124.73% 166,299,08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121,221.78 2,825,894,876.36 -93.94% 2,275,105,78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3 -56.52%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3 -56.52%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5.44% 减少 3.02 个百分点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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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73,668,730.55 1,545,924,827.19 157,551,200.62 229,138,08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124,291.53 128,323,345.05 121,503,820.52 -208,480,59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710,581.76 123,714,578.35 -13,142,871.99 -223,792,23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884,814.81 -22,495,194.93 -1,128,824.50 -15,139,573.6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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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14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9,58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三湘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81% 279,489,084 0 质押 149,500,000 

黄辉 境内自然人 14.43% 176,806,302 0 质押 166,000,000 

黄卫枝 境内自然人 12.37% 151,609,659 0 质押 91,500,000 

刘红波 境内自然人 1.96% 24,020,000 0   

刘阳 境内自然人 1.16% 14,250,000 0   

钜洲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 12,984,479 0 质押 12,984,479 

凌伟 境内自然人 1.06% 12,950,000 0   

沈阳创业投资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3% 10,128,168 0   

中润经济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0% 9,859,955 0   

黄建 境内自然人 0.72% 8,859,048 6,644,2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即黄辉，黄辉与黄卫枝、黄建系亲兄妹、亲兄弟关

系；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4,489,084 股外，还通过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9,489,084 股；公司股东黄卫枝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1,609,659 股外，还通过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1,609,659 股；公司股东刘红波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份，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2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020,000 股；公司股

东刘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0,000 股外，还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17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250,000 股；公司股东凌伟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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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份，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9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950,000 股；公司股东吴武娟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

份，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800,0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8,800,0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宏观经济和行业背景 

2022年我国经济工作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在稳经济背景下，新老基建、数字经济等将成为经

济发展重要引擎。同时，国家将继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并进一步加强对消费产业的

支持力度。 

文化行业方面，未来几年，文化市场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政府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

为文化和旅游市场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一系列支持文旅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将逐渐显示效果。 

受疫情影响，产品形式、服务形式、运营模式将面临重大变革。伴随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不断

推进，政府及市场均鼓励文旅产业通过数字化融合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云产品、云服务、数字化、智

慧化、沉浸式”业态将成为文化行业新的发展方向。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盛事的举办，将为体育旅

游及赛事地旅游业带来发展契机。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乡村旅游将继续成为文旅消费热点；

各地景区的提档升级进一步需要优秀传统文化增加底色，“国潮+文旅”将成为文旅融合的深耕领域；后疫

情时代利用“沉浸+”为文商旅赋能，沉浸式夜游和文商旅项目成为城市商业链接新消费主力、争夺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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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量的关键竞争力，市场对优质IP的渴望也将进一步凸显。 

地产行业方面，在国家保GDP增速，稳增长、保就业、稳经济的宏观背景下，房地产业仍然是国民经

济的重要抓手和重要支柱。经过2021年的整合阵痛，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正在有序出清，房地产金融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市场预期正在逐步回稳。大城市落户政策放松、限购限贷限价政策放松、城镇化进程等都将

为市场带来刚需，上海、环京区域等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仍有旺盛空间，新的一轮楼市周期有望到来。 

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城市更新类基建工程、乡村振兴新基建等国家重点鼓励方向将为房地产行业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公司主攻的绿色科技地产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也符合广大改善型客户的需求导向，所

处细分领域具备良好发展契机。 

2、公司发展战略 

立足三湘印象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将继续加快发展文化产业，通过高品质、多元化内容产品的打

造和运营，培育核心能力；充分发挥文化项目对在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作用，赋能地产板块协同发展；

高度关注具备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机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盈利能力，为上市公司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2022年经营计划 

（1）培育新产品新业态，打造健康繁荣的IP、生态体系，夯实公司文化产业的核心能力 

继续深耕布局“文旅+演艺”、“文旅+科技”、 “文旅+剧本杀”等多业态的沉浸式文旅产品，加快意向项

目的尽快落地和已公演项目的维护升级，提升公司文化板块IP的长期生命价值，夯实公司在中国文旅演艺

行业的引领者地位。 

把握产业和技术前沿，积极开展外延布局，将发展的触角延伸到创新化、数字化、多元化的文旅产品。

创新打造交互式体验的新模式，满足 Z 世代年轻群体对沉浸式体验、场景消费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在年

轻人群中树立三湘文化产品、品牌的长期影响力。 

继续加强文化产业创新型、技术型人才队伍建设，对接文旅演艺、科技创新、IP创智等相关行业头部

企业，汇聚建筑、导演、编剧、灯光、音乐、舞美、多媒体等领域头部人才与合作伙伴，强化编创核心能

力建设和成果保护，提升运营能力。 

（2）加快项目开发，优化经营效率，探索地产发展的专精特新之路 

一是继续有序、稳妥推进现有燕郊存量土地资源和项目开发；二是以存量去化为重点，完善分销渠道

和销售支持体系，加快资金回笼，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三是以搞活机制为目标，鼓励建筑、物业、装饰

等地产板块企业走向市场；四是以土地（项目）储备增加为突破，加强新项目拓展工作；五是积极开展房

地产开发和运营的模式创新，探索轻资产运营、多元化拓展，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

道路，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房地产开发领域中的品牌和地位。 

（3）关注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机遇，寻求新的增长点 

结合国家政策形势，围绕发展战略，找准投资方向，助力主业发展。结合地产业务形势，积极探索康

养及其服务产业，参与城市更新项目；结合文化业务发展需要，为企业发展寻项目、增效益，或者通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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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等方式，获取具有较强业务能力、发展潜力的文化产业优质标的，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要进一步加

强投后管理，持续完善投后管理机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水平。 

4、可能面对的风险 

一是国家政策风险。房地产行业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在中央“房住不炒”的政策下，各省市

地区因城施策，政策变化会影响市场供需及价格，对已有项目的去化及新项目的获取或将产生一定影响。

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可能对国民收入水平和文化产业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公司的经营业绩。 

二是竞争风险。竞争风险包括来自同行的竞争风险以及来自替代品的竞争风险。一方面，文旅行业及

现场演艺竞争依旧激烈。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短视频、游戏、直播、VR/AR 等数字文化消

费异军突起，为人们的文化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将对演艺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分流和冲击。 

三是疫情风险。疫情摇摆不定可能对公司主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疫情可能导致高风险地区

子企业停产、停工， 低风险地区工程建设延期，造成公司整体项目销售、回款周期拉长；另一方面，疫

情及重大自然灾害会导致旅游和文化现场演出暂停，不同程度影响各项目的观众接待量，从而影响公司经

营业绩。 

（二）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序号 重大事项 公告编号 信息披露索引 披露日期 

1 关于参股公司股权回购事宜的进展公告 2021-010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4月3日 

2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

的公告 
2021-011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4月10日 

3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2021-013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4月15日 

4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2021-018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4月26日 

5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2021-025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4月30日 

6 关于参股公司股权回购事宜的进展公告 2021-028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6月7日 

7 
关于拟续聘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 
2021-031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6月15日 

8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2021-044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7月15日 

9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

的公告 
2021-048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9月18日 

10 关于参股公司股权回购事宜的进展公告 2021-049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9月30日 

11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2021-050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10月15日 

12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1-054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11月6日 

13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2021-055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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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和

解除质押的公告 
2021-056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11月25日 

15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2021-058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12月9日 

16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1-059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02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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