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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1                         证券简称：光线传媒                               公告编号：2022-025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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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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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93360843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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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概述 

2021 年，公司依然稳扎稳打，始终专注于主营业务的发展和提升，增加净现金流入 8.95 亿元；2021 年末货币资金与交易性

金融资产合计为 29.21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大幅增加 3856.32%；剔除合伙企业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公司取

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73 亿元（不含减值准备），继续体现了与行业优势地位相称的盈利能力。公司 2021 年

取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2 亿元，该亏损系 2021 年非上市企业全面执行新准则后，公司投资的两家合伙企业

调整对其投资项目的核算方法导致了对公司业绩的不利影响；但该影响不涉及公司目前的现金状况，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及

核心竞争力，不涉及公司日常项目的正常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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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线传媒 股票代码 3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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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俊 徐楠楠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1 号院 3 号楼 3 层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1 号院 3 号楼 3 层 

传真 010-84222188 010-84222188 

电话 010-64516451 010-64516451 

电子信箱 ir@ewang.com ir@ew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2021年，国内影视行业依然呈现出繁荣与震荡并存的态势。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影视行业逐步迎来复苏。据国

家电影局数据，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为472.58亿元，较2020年增长131.5%，蝉联全球票房榜首；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为399.27

亿元，占总票房的84.49%。在截止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榜前10位的影片中，国产影片占据了9部，其中有3部均出自于2021年；

全年票房前10位中有8部为国产电影、票房前3位全部为国产电影且票房均超过45亿元，头部影片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也

充分体现出电影行业巨大的潜力和充足的韧劲。 

国内影视行业一方面在缓慢复苏，但同时仍然存在一定时期的震荡：受疫情影响，行业总体状况尚不容乐观，业内很多

企业仍然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和生存压力；疫情导致很多电影的拍摄无法按计划完成，导致制作难度加大、制作周期加长，

也使很多公司暂缓了拍摄计划，影片上映档期也受到影响。但尽管行业产能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电影项目的总体品质仍在

不断提高，其中既包括高票房、高品质的头部作品，也包括一些虽票房不高但口碑过硬的中小成本作品。从2021年的整体票

房及多部高票房作品的表现即可清楚地看到，人民群众对于电影内容尤其是优质电影内容的需求与渴望从未减少过，反而是

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消费领域的缺口却是在不断扩大，国内电影市场具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爆发

潜力。 

影视文化产业是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也是通过产业联动拉动经济增长的紧密环节。后疫情时代，国内影视

文化产业的复苏为全球市场注入了强心剂，也为提升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 

（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业务以影视剧项目的投资、制作、发行为主，主要产品为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影视剧作品及相关衍生内容，以

内容为核心、以影视为驱动，在横向的内容覆盖及纵向的产业链延伸两个维度同时布局，业务已覆盖电影、电视剧（网剧）、

动漫、音乐、文学、艺人经纪、实景娱乐、产业投资等领域，是国内覆盖内容领域最全面、产业链纵向延伸最完整的综合内

容集团之一。目前，公司主要立足于产业链中的内容生产环节；盈利主要涵盖影视剧项目的投资、制作、发行收益，及相关

衍生或关联领域产生的收益，同时以股权投资收益等作为重要补充。 

①影视业务板块。主要包括电影、电视剧（网剧）等，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扩展并拉动其他业务板块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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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所在。 

②动漫业务板块。主要包括动画影视及动漫题材的真人影视等，是公司在横向领域内优势最明显的业务板块，也是最具

发展潜力的业务板块之一，已经并将持续在提高公司利润率、驱动其他业务、巩固公司行业地位等方面贡献巨大力量。 

③内容关联业务板块。主要包括艺人经纪、音乐、文学、实景娱乐等，既涵括不同的内容形式，也包含内容的衍生和延

展，是公司在以优质影视内容为核心建立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后，孕育并促进其他业务板块发展的具体体现。 

④产业投资板块。主要指公司对其他公司及实体的股权投资，均以内容投资和战略投资为核心，是公司布局内容产业链、

扩大并延伸业务触角、丰富内容产品线及来源的重要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经营模式、市场地位、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情况概述 

2021年，公司依然稳扎稳打，始终专注于主营业务的发展和提升，增加净现金流入8.95亿元；2021年末货币资金与交易

性金融资产合计为29.2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大幅增加3856.32%；剔除合伙企业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公司取

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73亿元（不含减值准备），继续体现了与行业优势地位相称的盈利能力。 

①电影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发行并计入本报告期票房的影片总票房约为28.15亿元，其中：报告期内上映

了《人潮汹涌》《明天会好的》《你的婚礼》《阳光姐妹淘》《革命者》《五个扑水的少年》《误杀2》《以年为单位的恋

爱》等影片，总票房约为27.93亿元；公司参与投资、发行或协助推广的于2020年上映并有部分票房计入本报告期的影片包

括《金刚川》《如果声音不记得》《崖上的波妞》，本报告期总票房约为0.22亿元。公司主投、发行的电影项目如《人潮汹

涌》汇聚演技派实力阵容，成为2021年春节档口碑黑马，影片好评如潮，取得了超过7亿元的票房成绩；《你的婚礼》取得

了将近8亿元的票房成绩以及非常高的投资回报，再一次证明了公司在类似中低成本高回报的类型片上所具有的成熟经验和

驾驭优势；同时，公司还推出了优秀的主旋律电影《革命者》。公司拥有庞大的项目库、充足的项目储备，目前，《我是真

的讨厌异地恋》即将于4月29日上映，《新秩序》将于7月8日上映，《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将于8月4日上映，部分电影

项目如《冲出地球》已制作完成，《深海》《茶啊二中》已送审，《坚如磐石》《扫黑·拨云见日》《我经过风暴》《中国

乒乓》《交换人生》等影片在制作中，其他电影项目也正按照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审批情况对项目进

行调整。 

②电视剧及网剧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确认了电视剧/网剧《山河月明》《云顶天宫》《无法直视》等项目的投资收入，

电视剧/网剧业务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公司的网剧业务发展迅速，多个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山河枕》《春

日宴》《拂玉鞍》《大理寺少卿游》（原名《大理寺日志》）等剧集已与相关视频平台达成合作，《拂玉鞍》已拍摄完成、

待播出，上述剧集尚未到收入确认期。其他剧集项目如《她的小梨涡》《我的约会清单》《如果某天我孤独死去》《十九年

间谋杀小叙》《照明商店》等项目均按照各自节奏顺利推进中。 

③动漫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拟上映动画电影的筹备、制作、完善等工作，《冲出地球》已制作完成；《哪吒2》

《西游记之大圣闹天宫》《深海》《大雨》《茶啊二中》《姜子牙2》《大鱼海棠2》《凤凰》《最后的魁拔》《八仙过大海》

《大理寺日志》《相思》《小倩》《朔风》等动画电影的推进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其中《深海》《茶啊二中》已送

审。 

④艺人经纪及内容相关业务。公司艺人经纪及其他业务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多位潜力

艺人的知名度及商业价值持续提升，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影视业务、商务合作等资源和机会，公司电影、电视剧/网剧及艺

人经纪业务之间的协同效果日益增强。实景娱乐方面，扬州影视基地一期工程规划建设19个摄影棚，已完成17个棚混凝土结

构封顶，同步进行钢结构、ALC声装屋面板及墙面板安装。精品酒店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超级水景基地室内拍摄棚、虚拟摄

影棚、星级酒店、公寓酒店、综合楼等影棚区及附属配套的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中。2020年底，扬州影视基地入选江苏省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并被列入江苏省“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2021年3月，被列入扬州“十四五”规划和2035

远景目标，9月被纳入江苏电影“十四五”行动计划中。 

 ⑤产业投资业务。公司收到的参股公司的现金分红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有效增加了公司的现金储备。公司投资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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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合伙企业华晟领势、华晟领飞自2021年非上市企业开始全面执行新准则后，调整对其投资项目的核算方法，增加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由此，公司需调增2021年年初留存收益（期初净利润）82,254万元，同时调减2021年度净利润53,198

万元，总体影响为公司增加基金收益29,056万元，但也由此导致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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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9,429,853.83 9,825,394,730.14 6.66% 10,989,108,23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54,479,726.62 9,008,122,483.34 6.07% 8,934,816,724.1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67,681,832.20 1,159,072,835.12 0.74% 2,829,448,78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1,682,598.95 291,054,770.39 -207.09% 947,587,70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4,970,074.42 234,936,190.12 -289.40% 867,731,50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5,848,787.13 -14,265,256.28 3,856.32% 1,619,048,89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210.00%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210.00%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3.24% -6.47%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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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825,397.43 515,379,284.72 222,840,356.86 189,636,79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447,048.48 286,115,212.95 68,313,766.04 -864,558,6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352,653.32 263,887,462.31 7,945,112.35 -910,155,302.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78,135.38 239,069,492.73 372,411,605.46 -116,910,4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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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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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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2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7,84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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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线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52% 1,247,364,218 0 质押 412,561,377 

上海汉涛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0% 176,016,506 0   

杭州阿里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2% 170,637,446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1% 123,408,913 0   

李晓萍 境内自然人 3.67% 107,547,580 80,660,685   

杜英莲 境内自然人 3.50% 102,690,536 0   

李德来 境内自然人 2.99% 87,621,524 65,716,14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泓

德丰润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7% 42,987,464 0   

王牮 境内自然人 1.01% 29,633,600 0   

王洪田 境内自然人 0.84% 24,543,3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杜英莲与光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长田为夫妻关

系；王牮为王长田妹妹，光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及股东；王洪田为王长田弟弟。公司未发现

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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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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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21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及第六节“重要事项”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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