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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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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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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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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化 股票代码 0008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 北文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晏晶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1 号北京数字文

化产业园 C 座 
/ 

电话 57807770、57807781 / 

电子信箱 yanj@bjc-ent.com /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407,653.98 21,565,656.69 -3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158,705.77 -45,062,600.95 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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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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5,682,676.65 -45,626,622.63 4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94,423.84 156,560,808.68 -105.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1 -0.0629 44.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1 -0.0629 44.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2.67% 1.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37,126,407.46 3,749,997,325.77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71,841,358.13 1,597,000,063.90 -1.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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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

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60% 111,649,909 0   

青岛海发

控股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5% 84,854,419 0   

西藏金宝

藏文化传

媒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9% 37,855,034 0 

质押 
29,386,00

0 

冻结 
29,386,00

0 

李国平 
境内自然

人 
4.95% 35,456,812 0   

骆震 
境外自然

人 
4.92% 35,225,240 0   

林云芳 
境内自然

人 
4.92% 35,201,833 0   

代东云 
境内自然

人 
4.90% 35,076,302 0   

台州铭泰

矿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7% 34,842,011 0   

新疆嘉梦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1% 20,831,695 0 质押 

12,540,00

0 

杨三彩 
境内自然

人 
2.61% 18,667,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1、公司股东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9,386,000 股，通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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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如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469,034 股，合计持有 37,855,034

股； 

2、公司股东李国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31,000 股，通过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725,812 股，合计持有 35,456,812 股； 

3、公司股东代东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422,900 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653,402 股，合计持有 35,076,302 股； 

4、公司股东杨三彩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217,500 股，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50,000 股，合计持有 18,667,5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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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进展的情况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电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东阳长生天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长生天”）、世纪长生天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世纪长生天”）签署《电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三方就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包含《封神一》、《封神

二》、《封神三》三部影片）开展合作（详见 2017 年 3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上《重大合同公告》，公告编号：2017-

014）。2017 年 6 月，公司与东阳长生天、世纪长生天签署了《电影联合投资及承制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约定联合开发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三部影片。 

2、2020 年 1 月，公司与东阳长生天、无锡封神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署《〈电影联合投资及承制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二》，世纪长生天不参与投资《封神三部曲》且协议书中相关权利全部由东阳长生天享有、义务全部由东阳长生天承

担。 

3、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披露《重大合同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为分散投资风险、缓解公司流动资金

压力，公司分别与西藏慧普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电影〈封神一〉投资份额转让协议》、《电影〈封神二〉投

资份额转让协议》、《电影〈封神三〉投资份额转让协议》，转让《封神一》、《封神二》、《封神三》三部影片各 25%

份额，转让价格均为 2 亿元，累计合同金额 6 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上述转让款 5.5 亿元。 

《封神三部曲》于 2018 年 9月 5 日正式开机，截止目前影片外景拍摄已基本全部杀青，第一部后期已制作完成，正

在送审阶段，具体上映时间以公映时间为准。 

二、关于高览投资基金的情况 

1、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北京高览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关于参与认购北京文化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北京高览慧达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北京高览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览慧达”）共同出资设立北京高览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览文化”）。为了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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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步伐，寻找新的投资标的，公司参与认购高览文化发起设立的北京高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

览投资基金”）（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25）。 

2、2018 年 5 月，公司与高览文化和高览投资基金共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高览投资基金合伙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并重新约定了投资收入分配及亏损分担条款。 

3、2020 年 5 月，经各合伙人协商一致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同意高览投资基金合伙期限延长 3 个月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并尽快按照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完成退伙工作。 

4、202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投资基金的议案》，鉴于

高览投资基金合伙期限届满，同意清算并注销高览投资基金。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根据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公司已收回全部实缴出资款，高览投资基金已取得了北京市门头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注销核准通知书》，并完成全部清算注销工作。 

三、关于公司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的情况 

1、通过查询网络公开信息获悉，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股东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藏金宝藏”）持有的 298.6 万股公司股票进行公开拍卖；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公司股东西藏金宝藏持

有的 2,640 万股公司股票和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新疆嘉梦”）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

股票进行公开拍卖。本次披露拍卖股份合计 3,938.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5.50%（详见 2022 年 4 月 6 日巨潮资讯网上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 

2、根据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西藏金宝藏持有的公司股票 298.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两次拍卖均已流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股东西藏金宝藏持有的 2,640 万股公司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3.69%）进行公开拍卖，本次拍卖已被撤回，撤回原因为处置权移交首封法院（详见 2022年 4 月

6 日和 5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6）、《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9））。 

根据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西藏金宝藏持有的 298.6 万股公司股票进

行公开变卖。2022 年 6 月 30日，本次变卖由用户姓名王贤购竞得上述股份，成交价格为 14,228,978 元。本次权益变动

后，西藏金宝藏持有公司股份 34,869,0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详见 2022 年 6 月 14 日、7月 1 日和 7月 21 日巨

潮资讯网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变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23），《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29，《关于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 1%暨权

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32））。 

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股东新疆嘉梦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进行公开拍

卖，本次拍卖由用户姓名王晨波竞得上述股份，拍卖成交价格为 31,730,000 元（详见 2022 年 6 月 22 日《关于股东司法

拍卖股份完成过户暨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7））。 

4、公司收到公司股东新疆嘉梦减持预披露《告知函》，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7,627,600 股，不超过总股本的 2.5%。7 月 20 日，公司收到新疆嘉梦

关于减持进展的《告知函》，新疆嘉梦累计减持股份 7,15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详见 2022 年 6 月 10 日和 2022

年 7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22），《关于 5%以上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 1%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32））。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西藏金宝藏持有公司股份 34,869,034 股，占公司总股本 4.87%；新疆嘉梦持有公司股份

13,672,69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91%，西藏金宝藏与新疆嘉梦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8,541,729 股，占公司

总股本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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