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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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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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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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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董事会提议，以公司的总股本 13,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

元（含税），共计分配人民币 1,950.00 万元。该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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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广天择 60372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智 李姗 

办公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188号新

世纪体育文化中心网球俱乐部101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188号新

世纪体育文化中心网球俱乐部101 

电话 0731-88745233 0731-88745233 

电子信箱 tvzone@tvzone.cn tvzone@tvzone.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广播、电视、

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2021 年 9 月广电总局发布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我国

迎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关键时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



锚定 2035 年我国将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条

件，“十四五”时期争取实现以下主要目标：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一体化、联动式主流舆论格局有

效构建；精品创作有力有效，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智慧广电“人

人通”基本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发展数字经济、扩大内需的强力引擎；科技创新有效赋

能行业发展，智慧广电全业务服务模式基本建立；安全保障和治理能力持续提高，现代化行业治

理体系不断健全；国际传播能力显著提升，“走出去”实效切实增强。 

2021 年 12 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

进一步提升短视频内容质量，遏制错误虚假有害内容传播蔓延，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同时，《2021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以及 QuestMobile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9.4

亿，在线视频用户规模渗透率超 75%，高净值、高粘性用户成视频行业发展主动力，垂类视频平

台发展增速领先。 

艺恩《2021 国产剧集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1 全年上线国产剧集 341 部，同比下降 16.6%，

2021 年全年上线剧集播映指数有小幅度提升，其中电视剧播映指数有所回落，网络剧播映指数上

升明显。纵观 2021 年剧集市场，无论是高热度高口碑的大制作，还是低成本小制作剧集，均是在

尊重观众的审美的基础上做出了创新的改革。剧集市场正在经历着从量变向质变的发展，相信在

这个趋势的引导下，未来会有更多精品化剧集出现。 

中广天择多年来始终坚持“正能量，天择造”，做头部内容的组局者、垂直领域的专家和全媒

体内容的运营商，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报告期内公司下设内容事业部、平台

事业部、MCN 中心、影视剧中心、影业中心、教育中心六大战略版块，拥有 300 多名视频专业制

作人才，主要从事综艺、纪录片、影视剧、短视频等视频内容的生产和运营，具体情况如下： 

内容事业部——正能量 IP 新阵营：中广天择内容事业部为各平台制作综艺节目、真人秀、纪

录片和大型活动，制作总量在各制作公司中排名前列，展现了强大的研发和制作能力。迄今为止，

已与超过 15 家卫视、5 家新媒体视频机构有合作项目，输出超过 40 档大型季播类节目。近年来，

更是以“正能量，天择造”作为核心定位，深耕内容领域，出品的正能量节目不断涌现，《朗读者》、

《我们在行动》、《闪亮的名字》、《时间的答卷》等都是文化传媒领域里“小正大”的践行者，而《守

护解放西》、《冲呀，蓝朋友》、《是这样的，法官》、《你好，儿科医生》则建立起了天择正能量 IP

的新阵营。 

新媒体艺术正能量 IP“光景系列”是天择将东方美学和新媒体艺术结合打造的原创 IP。2021 年

7 月 1 日，在海口上演建党百年主题光影秀《钟楼·红色恋歌》，央视一套与抖音平台线上同步直播；

数字幻影 5D 新年秀《光景·钟楼》，通过数字科技赋能城市地标，央视《朝闻天下》进行了专题报

道；在长沙橘子洲头打造的湖湘美学时光体验秀《橘洲·江天暮雪》，展示了长沙“世界媒体艺术之

都”的实力和湖湘文化的魅力，以数字媒体艺术助推长沙网红型城市文化名片。 

平台事业部——版权运营先行者：中广天择平台事业部扎根版权运营方面多年，淘剧淘、节

目购两大全国性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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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版权单位中都有着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凭借联动全国的传输能力和优质电视剧

版权整合能力，“淘剧淘”成功入选“国家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发展项目库”。 

MCN 中心——短视频整体服务：中广天择 MCN 专注于短视频制作、直播服务及广告投放等

领域,与全国 500+MCN 机构达成了战略合作，共享全国优质垂类视频帐号 20000+，重点合作红人



5000+，与 300+明星、艺人保持长期合作。2021 年，中广天择 MCN 全新打造的 2000 平米短视频

基地正式投入使用，拥有 50 多个包括家居、办公、医院、学校、母婴、实验室等各类不同场景，

可进行信息流广告、种草带货等短视频拍摄。以短视频基地为根基，以短视频制作能力为核心，

不断拓展短视频信息流广告拍摄和投放业务，为企业智能化匹配产品、用户和媒介。 

影视剧中心——新派国剧创作者：中广天择影视剧中心以先锋姿态锻造剧集领域天择厂牌新

高度，书写剧集市场想象热潮与口碑佳话。近年来，创作出《招摇》、《家有儿女初长成》、《许你

浮生若梦》、《看见味道的你》等一系列前沿佳作。其中，联合出品的青春热血竞技剧《青春抛物

线》在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播出，上线后热度居高不下，累计播放量已超 3.5 亿，传承“中国

女排精神”广受好评；出品的都市励志剧《越过山丘》于 2020 年 10 月在江苏卫视黄金档首播，爱

奇艺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该剧先后被列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记录新时代工程”重点选题规划片

单、国家广电总局“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推荐剧目”。2022 年上线的优质购剧有《护心》、《拜

托了！八小时》、《我的神使大人》、《你是人间理想》等。 

影业中心——分账内容的投资先锋: 中广天择影业中心以分账内容的投资为主，进军网络电

影和分账网剧，打通付费赛道。近年来天择影业由联合出品到主出品，由主投到组局，投资近百

个项目，《倩女幽魂：人间情》、《奇门遁甲》、《蛇王》、《中国飞侠》、《奇袭地道战》、《拆案》、《凶

案现场》等陆续上线各大视频平台，其中爱情奇幻片《倩女幽魂:人间情》，以目前网络电影最高

成本打造了行业全新标杆，腾讯视频年度播放量 TOP1；奇幻武侠动作片《奇门遁甲》作为首个双

平台播出的网络电影，位列爱奇艺、腾讯视频年度票房榜 TOP1，刷新网络电影票房历史之最；正

能量网络电影《中国飞侠》上线后居爱奇艺热搜榜第一、抖音电影榜第二；战疫网络电影《一呼

百应》荣获第十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最佳影片；《凡人英雄》入选广电总局网络视听精品工程项目；

农村喜剧《二龙湖爱情故事 2021》和都市情感剧《亲爱的柠檬精先生》，均是同题材分账剧中的

票房冠军，位列优酷分账剧排行榜前三，多次登顶优酷剧集热度榜第一。 

教育中心——产教融合新标杆：中广天择传媒学院是中广天择传媒与海口经济学院合作开办

的传媒类专业院校，2017 年成立，是全日制本科院校。学院坚持“依托媒体平台，强化实践教学”

的办学特色，双导师制、大咖讲堂、线上“云讲堂”、融媒体优才计划、天择学院 MCN 生产中心，

一键打通天择学子实训、实习、就业通道，促进了“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为行业输送应用型高级

传媒人才，打造国内一流创新实践型传媒院校。2021 年 4 月，教育部专家组对学院建设海南省示

范应用型本科高校进行了评估，对天择学院产教融合高度肯定，先后获评“全国首批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海南省首家示范应用型本科高校”。10 月，湖南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将天择列入“湖南省第二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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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707,274,821.30 610,766,382.07 15.80 668,996,27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42,070,518.61 519,759,333.23 4.29 543,714,335.50 



营业收入 273,363,818.56 299,234,439.05 -8.65 268,930,1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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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709,647.85 281,428,155.53 -12.3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435,762.11 -23,955,002.27 193.66 19,349,11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13,415.71 -41,536,329.32 112.31 -32,063,20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2,521,056.66 -8,045,620.06 1,125.66 -43,241,90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3 -4.51 增加8.74个百分点 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8 194.44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8 194.44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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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2,225.95 65,364,048.89 68,802,426.51 87,985,11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975,213.46 4,277,359.70 1,813,233.11 12,369,95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444,398.11 3,329,113.65 168,337.39 -828,43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37,265.59 6,612,627.82 674,276.43 80,771,417.9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2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82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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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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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 
  

65,494,785 50.38 0 无 0 
国有法

人 

海南慧丰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1,451,907 1.12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长沙先导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670,000 900,000 0.69 0 无 0 

国有法

人 

新疆明德若水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624,875 624,875 0.48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邢立新 600,000 600,000 0.4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2 

430,805 430,808 0.33 0 无 0 其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3,937 427,707 0.33 0 无 0 
国有法

人 

徐瑞 391,900 391,900 0.3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UBS   AG -186,381 320,963 0.25 0 无 0 其他 

吕其英 293,500 293,500 0.2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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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336.38 万元，同比减少 8.65%；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243.58万元，同比增加 193.66%；每股收益 0.17 元，同比增加 194.44%。  

截止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 70,727.48万元，同比增加 15.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54,207.05万元，同比增加 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同比增加 8.74个百分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